
 



  

  

主  ⽇  信  息 

講員：楊志明牧師 

信息：合神⼼意的神國領袖⼈才的養成 (⼀) 

經⽂：撒⺟⽿記上 17:4-11、17-57 

前⾔：神期待祂國度降臨時有⾜夠合神⼼意的⼈能與祂同⺩。 

「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我不揀選他。因為，耶和華不像⼈看⼈：⼈是看外 
貌；耶和華是看內⼼。」（撒上 16:7）牧⽺少年⼤衛只是“內⼼”被神看中。不代表他將來必能成為“合 
神⼼意”的⺩。故他還須神⾧時間的栽培（近 20 年）。 
⽽⼀個合神⼼意之⼈，是⼀個肯聽從神的話，凡事按神的⼼意⽽⾏的⼈。 
故神必須在對神的信⼼、愛⼼、盼望上、屬靈品格上培養他能更成熟，滿⾜神及祂國度重責⼤任之 
需要，因此，⼤衛奉⽗命到前線戰場探望三位兄⾧，絕⾮偶然，⽽是神奇妙的安排。「⼀日，耶西對 

他兒⼦⼤衛說：你拿⼀伊法烘了的穗⼦和⼗個餅，速速地送到營裡去，交給你哥哥們；再拿這⼗塊奶餅，送 

給他們的千夫長，且問你哥哥們好，向他們要⼀封信來。掃羅與⼤衛的三個哥哥和以⾊列眾⼈，在以拉⾕與 
非利⼠⼈打仗。⼤衛早晨起來，將⽺交託⼀個看守的⼈，照著他⽗親所吩咐的話，帶著食物去了。到了輜重 

營，軍兵剛出到戰場，吶喊要戰。以⾊列⼈和非利⼠⼈都擺列隊伍，彼此相對。⼤衛把他帶來的食物留在看 

守物件⼈的⼿下，跑到戰場，問他哥哥們安。與他們說話的時候，那討戰的，就是屬迦特的非利⼠⼈歌利亞， 
從非利⼠隊中出來，說從前所說的話；⼤衛都聽見了。以⾊列眾⼈看見那⼈，就逃跑，極其害怕。以⾊列⼈ 

彼此說：這上來的⼈你看見了嗎？他上來是要向以⾊列⼈罵陣。若有能殺他的，王必賞賜他⼤財，將自⼰的 

⼥兒給他為妻，並在以⾊列⼈中免他⽗家納糧當差。⼤衛問站在旁邊的⼈說：有⼈殺這非利⼠⼈，除掉以⾊ 
列⼈的恥辱，怎樣待他呢？這未受割禮的非利⼠⼈是誰呢？竟敢向永⽣神的軍隊罵陣嗎？百姓照先前的話回 

答他說：有⼈能殺這非利⼠⼈，必如此如此待他」（撒上 17 ：17 -27） 

 
⼀、在與歌利亞的對決上，⼤衛是如何彰顯出他對神的信⼼、愛⼼與盼望？ 

1. 信： 
(1) 表現在他對神⼤能的“信靠”，“勇敢”地⾃告奮勇接受三百公分⾼並全副武裝（57 公⽄）巨⼈ 

的挑戰，這是⼀場以⼩搏⼤，極不對稱的爭戰，卻更彰顯出神榮耀的作為。 
(2) 他只“順從聖靈”的感動，不在意⼈的輕看與冷⾔酸語（來⾃兄⾧與掃羅⺩）。 
(3) 他相信神膏祂為⺩的應許，必與他同在。 
2. 望：因著他已受膏，未來將要作⺩的“盼望”，⽽領導百姓保家衛國的爭戰，是君⺩責無旁貸的責 

任。對將要作⺩的“盼望”，是他主動⽽⼤膽請戰的重要動⼒。 
3. 愛：從他顧念神的榮耀與以⾊列民的恥辱，可⾒他愛神愛⼈之⼼，這愛神之⼼也成為他寧捨命請戰 

的主要動⼒。 
4. 神早已開始栽培他了。（從他早年經歷神多次的拯救，並他常親近神），故我們信主前的經歷與操練 

也絕⾮偶然，都可被神使⽤。 
 

⼆、我們可以學習的功課是什麼？ 

１．信：相信⼈⽣⼤⼩事絕⾮偶然，都有神奇妙的信、望、愛之栽培與考驗在其中。 
２．望：我們與⼤衛⼀樣是受膏者，是將來要與主同⺩的，故應效法⼤衛的勇敢接受神栽培的挑戰。 
３．愛：效法⼤衛多親近神。 

 
三、總結：為何神如此看重⼀個合神⼼意之⼈在信⼼與愛⼼上的成⾧？ 

1. 神的性情 
2. 與主同⺩，⾮⼈⼒所及，除⾮懂得信靠⽀取神的⼤能！ 



� 綜 合 消 息 � 

2.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早 
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今⽇聖餐主⽇，服事同⼯為⺩璉勝、葉慧芳、陸依箖， 
吳佩蓉，請預備⼼。 

3.「祝福有夠神」⺫前已有九個⼩組為 best 完成報名， 
尚未登記的⼩組請加快腳步哦！⾄ 9/11 截⽌。共三 
個時段（上午 10-12 點、下午 3-5 點、晚上 7-9 點）。 

4.「⽣命衝擊營」已於 8/31 結⽌報名，但仍有弟兄姐妹 
陸續報名中，因此持續開放，⾄額滿結⽌，⿎勵邀請 
Best 參加。 

5. 第⼋期幸福⼩組將於 10/24 開跑，請各組提供福⾧ 
及同⼯名單，也請預備隊呼囉！ 

6. 溫馨提醒：親⼦室僅提供三歲以下的幼兒由⽗⺟陪 
同，聆聽主⽇崇拜，超過此年齡的兒童，請⾄兒主教 
室上課，謝謝配合。 

7. 疫情好幫⼿〜「防疫噴霧槍」每組優惠 140 元，餘數
不多，歡迎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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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消 息 � 

1. 歡迎第⼀次新來的朋友及線上的朋友，在主⽇的 

早晨和我們⼀同敬拜主，領受屬天的祝福 ！ 

2. 請參加「⽣命衝擊營」的學員留意群組中發佈的赴會

通知及活動時間流程，相信這次的營會、⼀定會讓參

與者有滿滿的收穫。 

3. 下週主⽇（10/16）因有 70 多位弟兄姊妹及同 

⼯參加「⽣命衝擊營」，當天主⽇兩堂合併時間

10：00-12：00。 

4. 誓師⼤會將於 10⽉ 23⽇隆重登場，各組若有需要

影⾳部分協助的，請儘早提供以利會前測試。 

5. 本堂郭沅雙、李和蓁夫婦已於⼋⽉登記結婚，今天中

午舉⾏家宴，由楊牧師為他們證婚，祝福他們婚姻美

滿、福杯滿溢。 

 
 

 

10⽉ 9⽇主⽇程序 主⽇同⼯事奉表 祝福 
禱告 10/2 

禱 告：會 眾 
敬 拜：林⽂揚弟兄 
司 會：⻯賓寧弟兄 
奉 獻：司 庫 同 ⼯ 
獻 詩：奇 ⼠ 之 聲 
證 道：楊志明牧師 
祝 禱：楊志明牧師 

⽇期  10/9 10/16 10/23 

10 ⽉ 
 

第⼀堂 
應麗麗 
李明珠 

 
第⼆堂 
謝美麗 
謝秀桂 
葉⼦瑜 
陸依箖 

 
主⽇出席 
⼈數(次) 

 
實體 159 
直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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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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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楊志明牧師 吳主恩傳道 吳主恩傳道 

敬拜 林⽂揚 藍巧雲 ⺩璉勝 

司會 ⻯賓寧 顏志穎 林⽂華 

獻詩 奇⼠之聲 重唱 重唱 

接待 橄欖樹⼀ 豐盛三 橄欖樹⼆ 

⾳控 林⽊茂 葉世保 侯振瀚 

投影 藍巧玶 ⿈彩桂 莊義程 

 
 

 

 

  

 

 

 

 

 

 

 

 

 

 

 

 

 

 

 

 

  

10-12⽉教會重要事⼯ 

內      容 

第⼋期幸福⼩組： 

§ 10/23 誓師⼤會（預備隊呼） 
§ 10/24-12/10 幸福⼩組七週 
§ 12/17 聖靈更新營 
§ 12/23 洗禮說明會 
§ 12/25 洗禮（聖誕節） 

11/13 名⼈講座：周丹薇 

12/4 ⼩組同⼯召聚 

12/31 
跨年禱告會 
新家⼈座談會 

 



 

三民公園服事⾒證分享⼆則 

l 橄欖樹⼩組／孫⾧城弟兄 
三民公園的服事，已經有五年的歲⽉了。感謝神！今年 5 ⽉⾄ 9 ⽉，共有 15 位弟兄姊
妹受洗，成為神國的兒⼥。看到這些弟兄姊妹，受洗的⼼志，讓我回想⾃⼰受洗前， ⼼
是何等的剛硬，竟然讓我妹妹為我禱告 20 年才受洗。  

然⽽，今年在三民公園的服事，卻有很深的感觸。  
感觸⼀：有些新家⼈說現在才受洗，意味著浪費了許些的⽣命。這提醒我，傳福⾳要及時，

且不能中斷。 
感觸⼆：每位新家⼈受洗前都活在擔憂、愁煩、傷⼼、怨天尤⼈中。受洗之後，慢慢的靠

著禱告，⼼裡有平安。 因此禱告就是與上帝恢復親密關係最好的途徑。 
感觸三：每次的聚會總會聽到或看到某某弟兄或姊妹有⼀些病痛的現象。我和其他的同

⼯，常常主動為他們禱告。在彼此相愛中，讓我們與新家⼈的⼼，緊緊的連在⼀
起。也因為神的恩典，讓我們常常被喜樂的靈充滿。感謝讚美主！ 

 
 

l 以斯帖⼩組／韓毓韻姐妹 
因著⼩組⾧秀桂姐的邀請，我⼀⼝就答應了參與街友的服事，因為我⼀直跟主禱告我要
參與服事，沒想到機會就這樣來了。 

第⼀次我接觸到街友，真的不是⼀般的事奉喔！他們⾝上的體味真的叫⼈難以忍受，
因為他們無家可歸，不是⼀天沒洗澡，可能⼀星期沒洗澡，您能想像嗎？我跟主禱告説：
主啊！這是袮要我服事的嗎？若是，求袮帶領我越過這道坎，讓我沒有聞到這些味道，果
真第⼆次的服事，我真的沒聞到了，⽽且還能為他們按⼿禱告、擁抱孤獨的軟弱姐妹，感
謝主！ 
如今我們事奉團隊裏雖然只有 4 位同⼯，但我感謝神！每⼀次的福⾳出擊我們會在

教會聚集，秀桂姐會帶領我們⼀起爭戰禱告，為這福⾳的事⼯向神獻上禱告，禱告完畢我
們再⼀同坐耀師⺟的⾞前往，⼀切的⼈⼒、物⼒神都預備好，感謝讚美主，帶領我們進⼊
了第五年的服事，我們各盡其職參與事奉，從破冰、帶領敬拜、聖經短講及為他們禱告，
看到神恩典的滿滿，且是照著神的⼼意把⼈量進來，感謝主！主愛數算不盡也訴說不完，
願⼀切頌讚、榮耀歸於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