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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8/1)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主日 

撒下 11:26-12:13a 拿單責備大衛 

【默想】 

在一個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拿單入宮去指責國王是一件危險的事，但他卻有智

慧的地以一個富翁與一個窮人比喻的方式作為開場白，果然大衛本能地反應了他

的判決，他先是要判那位富人該死，因他自己擁有很多羊，還要奪人所愛，再者，

他以出埃及記 22:1（竊羊者須四羊賠一羊）的慣例，要求富人必須償還四倍。拿

單也不客氣揭穿謎底，原來他所指的奪人所愛者，就是大衛自己。大衛立時明白

「自己行這惡，唯獨得罪了上帝」，此事已瞞不過上帝，且祂很在乎這事，所以他

選擇接受上帝的審判，在公義中仍帶著恩典。他雖得饒恕，但卻要嚐受這苦果走

完這一生。在這事件中你如何看大衛這個人？他面對自己的過惡時，他態度如何？

請回想這樁悲劇，過程中如何可以讓這苦果不至發生？你如何看「罪」這一回事？ 

 

詩 51:1-12 求你為我造清潔的心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弗 4:1-16  一主一信一洗 

【默想】 

我們都是被召成為一個身體（群體），在群體生活中能反映出我們是活出人性高尚

的品質（如謙虛、溫柔、忍耐、愛心），還是活出人性卑劣的一面？在信心的群體

中，聖靈是我們彼此聯合的重要因素，同一個盼望是這群體共同的方向，所以我

們的信仰，一定要通過群體信心生活的見證。請想想你在信心的社群中上帝分配

給你怎樣的角色？好讓你貢獻你所得到的恩賜？請進一步回想你現在的生活行事

與所蒙的恩相稱嗎？ 

 

約 6:24-35 基督是生命的糧 

【默想】 

主耶穌說：我是生命的糧。這份糧食是要滿足人內心的飢餓。我們常常感到生命

總是有所缺憾，一直讓人感到無法終極地得到滿足。「生命的糧」或者是「因子

而得的永生」都是指向上帝對生命最完滿的應許，除非相信（接受）這個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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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生命總是無法得到最終的實現，一般的食糧是無法滿足生命內在的需求的。

你渴慕主耶穌所說的「生命的糧」嗎？每次聖餐時，都是堅固及提醒我們這方面

的信心，期待真正使生命滿足的天糧。面對「上帝賜下的禮物」或「上帝所差來

的愛子」或「從天降下的糧食」，我們只可有一種回應，就是「信」，也就是「接

受」，你可曾清楚地向上帝表達你生命的需要？或向上帝表達你願意接受祂所賜

生命的禮物嗎？請向祂祈求：「主啊，請常常把這糧賜給我們！」 

 
 

回應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主日 

 

星期一 (8/2) 

撒下 12:15-25 大衛與拔示巴的兒子病死 

【默想】 

大衛是個很特別的人，當他的兒子在病危時，他難過的禁食表示與他同受苦難，

畢竟禍是由他闖下的。但是當他的兒子去世的當下，他馬上就收拾哀傷，起來重

新生活。這是他的性情，也是一種積極的態度。他在還有機會哀求上帝的時候一

點也不放棄，但他知道已經無法轉圜之際，他就不再執著而重新面對前方。責罰

之後，上帝也給了他們夫婦恩典，再度得到一個孩子。雖然經文記載看似連續發

生，但是這或許也是經過了若干時日之後的事了。當大衛在拿單先知的面前，承

認自己所作所為是得罪了上帝，並且接受處罰之後，上帝的懲罰已經展開了，他

的人生開始進入艱辛多舛的命運。上帝在懲罰中有恩典，恩典中有公義。面對懲

罰已定的後果，他只能毅然承擔，但是要生活下去，仍有各種把握行善的機會，

這也是一種順服與信心，相信在有生之年仍可經歷到上帝的恩典，相信人生之後

仍要往上帝預備的地方去。你如何面對沈溺在哀傷之中而不肯自拔的人呢？若他

們不肯受醫治也不讓傷癒合，你如何幫助他們？  

 

詩 50:16-23 上帝不保持靜默不言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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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 4:17-24 新的生命 

【默想】 

我們身處在一個新的社群之中，這個社群是由一群經歷「更新」過的成員所組成

的，「新造的人」一直是保羅很重視的教義，人恢復上帝的形象，成為新造的人，

這樣的人是有新的生命依靠（上帝之子），新的人生目的（不以私慾為依歸），

以及新的社會行為（使人類的群體與環境合乎上帝所造的標準仁義與聖潔），更

有新的生命動力（聖靈）。所以如果我們是被上帝所更新的人，我們必須檢討我

們生命存活所依循的意義與目的是什麼？再者，如何才是脫去舊人，立志自新，

成為新造的人呢？當你看到過去的你時，感到那好像是另一個人，對「這個人」

過去沾沾自喜的事，感到懊悔不已，其實正是表現出你已經與舊的人有了距離，

新的人有新的關懷，新的人是生命有上帝參與的人，他自然會關心上帝所關心的

事，擔憂上帝所擔憂的事。我們要對周遭的人有憐憫與饒恕，其標準是要像上帝

對我們饒恕一樣，有什麼人是你難以接納的嗎？請想想上帝如何接納我們。 

 
 

星期日 (8/1)  

 

                                                                             

 

                                                                             

 

                                                                             

 

                                                                             

 

星期一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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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8/3)  

撒下 13:1-19 大衛的兒子暗嫩玷辱她瑪 

【默想】 

在經文中我們一方面看到大衛溺愛兒女，另一方面對兒女沒有身教與榜樣。所以

被慣壞的男孩暗嫩作出亂倫、強暴、始亂終棄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大衛因貪

好美色，不惜犯下謀殺的罪行，雖因認錯而不至於全面覆滅，但是他的行為卻已

埋下種子，也的確在他的家庭中生出了苦果，家庭的悲劇就此產生，她瑪成了受

害者。這事件中可有令你反省，你在家人面前，所重視的價值是什麼？信仰與生

活是否表裡一致？這些都會影響你家人的福祉。 

 

詩 50:16-23 上帝不保持靜默不言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林前 12:27-31 你們是基督的身子 

【默想】 

沒有一個信仰群體的成員，他們的恩賜都是相同的，都一定會有所差別。但是恩

賜卻不在於它的大小、高低，因為一個有見證的團體，依賴的是彼此相愛，而不

是恩賜或才幹的多寡。群體生活往往要面對內在成員的差異性，如何使彼此的差

異不至造成疏離，反倒因為意識到「基督才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所以我們能將各樣的差異化為相互效力的功能，成全基督的見證。所謂的「恩賜」，

指的是可以發揮在信仰群體中的才華或天賦，為要成全教會。請反省你自己覺得

你的恩賜有哪些？找機會問一下熟悉你的屬靈伙伴，他們認為你的恩賜是什麼？

經文的最後一句：「你們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賜。」你覺得指的是什麼能力？你覺

得是什麼素質，可以將生命經歷背景不同，恩賜不同的人們自願地連結起來？ 

 

星期三 (8/4)  

撒下 13:20-36 押沙龍報復暗嫩 

【默想】 

暗嫩承襲了父親的好色，押沙龍則承襲了父親的謀略。在妹妹受辱後，他並沒有

馬上行動報復，沈潛了兩年後當大家都卸下心房時，他就採取了報復的行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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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私意的報仇，雖然可逞一時之快，但是卻帶來後患無窮，押沙龍為報仇而殺暗

嫩的行為，往後引發了一連串的悲劇。這事件歸根究底是因為先前大衛並沒有公

平地處理押沙龍妹妹被性侵害的事件，再往前推就是暗嫩的行為受父親的影響。

在此，我們看到私慾與仇恨的可怕。一個家庭或群體內若沒有公義，或執行公義

的機制，就容易失控，會合理化任何敵意的行為、或懲罰行動，帶來更大的混亂。

你想在這過程中，可有任何一個步驟能做些什麼事，就可以不必走到這樣的地步？

這個事件可有給你帶來任何的啟迪？  

 

詩 50:16-23 上帝不保持靜默不言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可 8:1-10 耶穌餵飽四千人 

【默想】 

雖然你所擁有的與極大的需要看似並不相稱，好像能付出的也很有限。但是在耶

穌的手中，是可以有出乎意外的成效。耶穌以少數的餅與魚，餵飽群眾的事件，

就是很好的例子。那些肯把餅與魚拿出來的人，可能並不知道會有如此超過他們

想像的效用，竟然在耶穌的手中，能餵飽數千人。請想想你還有哪些（餅和小魚）

是可以呈獻在耶穌手中，讓祂將這些微不足道的東西，可以成為多人的祝福？ 

 
 
 
 
 
 
 
 
 
 
 
 
 
 
 
 
 
 



 

7 
 

星期二 (8/3)  

 

                                                                             

 

                                                                             

 

                                                                             

 

                                                                             

 

                                                                             

 

                                                                             

 

                                                                             

 

                                                                             

 

                                                                             

 

                                                                             

 

星期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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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一主日 

 

星期四 (8/5)  

撒下 13:37-14:24 提哥亞的婦人 

【默想】 

大衛性格上的矛盾又再次表露無遺，他一方面氣押沙龍殺害暗嫩，但時間一久又

思兒心切，想要化解這事，使流亡在外的押沙龍回家，但是卻苦無台階下，這時

約押知道大衛的心意，為了幫助大衛能下定決心，所以請了提哥亞的婦人來幫忙，

演了一齣戲、編了一個故事，讓大衛下定決心讓押沙龍得以回家。然而押沙龍回

來後，大衛又不見他的面，你覺得大衛這樣處理有何缺失，使得他未能讓事情變

的更好，反而又埋下日後的亂源？提哥亞的婦人與先知拿單都是用一個模擬的故

事，逼得王自我審判，但你想他們倆者有何不同？ 

 

詩 130 我從深處向你求告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羅 15:1-6 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默想】 

保羅在寫信即將結尾時，仍不忘勉勵教會中團契生活的相互責任，剛強的成員，

要對軟弱的成員有責任，團契生活要求我們要活出聖經的教導，要「彼此堅固」、

「彼此擔代」、「彼此安慰」、「彼此接納」、「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這樣才

是團契生活，也才能在信仰中有喜樂的盼望。你可曾「認真地」參與教會中的任

何一個團契？小組？你想我們要如何能活出上面所說的每一個「彼此…」？ 

 

星期五 (8/6)  

撒下 14:25-33 大衛迴避不見押沙龍 

【默想】 

大衛的至情至性可說是他的優點也是缺點。他第一次處理押沙龍的事件，只一味

逃避，雖心裏萬般不捨，並且也原諒了押沙龍，但卻將他放在耶路撒冷然後避不

見面；第二次在約押的努力下與押沙龍見面但卻不問是非，仍然多情有餘，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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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公義，所以事情仍然未能真正解決，造成日後押沙龍的驕縱乖張。從大衛身

上你學到了什麼功課？大衛對待押沙龍的態度與耶穌「浪子回頭」的比喻中的慈

父有何不同？ 

 

詩 130 我從深處向你求告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加 6:1-10 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 

【默想】 

保羅的書信往往先談抽象的原則，然後談具體的實踐，加拉太書第六章正是後半

部的開始，順著第五章結尾的屬靈原則「我們若靠著聖靈而活，也要靠著聖靈行

事。…」，所以本段經文開始了具體的勸勉，在「基督的律法」下，在群體中對

於不慎犯錯的成員，你們「這屬靈的人」要互相擔當他們造成的後果與困擾，但

這不是縱容，也不是自以為比他人要高一等，而是要把他們的心挽回，回到正道

上。挽回原文亦譯作「補網」（與太 4:21 為同一字），所以要幫他恢復原來的景

況，這是提醒在信仰群體的生活中，遇到問題的態度。另一方面，上帝縱有慈愛，

也是「輕慢不得」的，當「人順著肉體撒種，必從肉體收敗壞；順着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這個原則本身就是恩典，若我們以為可以不順此原則，順著

情慾，可以收聖靈的果子。那麼就是「自欺」了，其結果也不會因為我們的自欺

而有所改變。所以不要「自欺」，也就是要面對自己的真相，在「聖靈」與「肉

體」兩種型態的生活，只能選擇其一，沒有模糊的地帶，不可能腳踏兩條船。所

以你在群體中的生活，是否會專心倚靠聖靈，結出新生命的果子，然後協助比你

軟弱的肢體？還是你會「自欺」？一方面有敬虔的外表，但卻仍然按著世俗的原

則生活，或對待你的弟兄姊妹？請記得要靠主來察驗自己的行事為人，並且靠主

堅持行善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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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8/5)  

 

                                                                             

 

                                                                             

 

                                                                             

 

                                                                             

 

                                                                             

 

                                                                             

 

                                                                             

 

                                                                             

 

                                                                             

 

                                                                             

 

                                                                             

 

星期五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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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8/7)  

撒下 15:1-13 押沙龍叛逆大衛的勢派甚大 

【默想】 

押沙龍的事件從一開始就沒有處理好，公眾或私人的領域大衛都處理的很不好，

所以造成押沙龍日漸驕縱，時間一久，他的野心日益膨脹。他藉著到各地走透透，

憑著外表與外在的親和力贏得百姓的支持，到了時機成熟，他終於謀反了。押沙

龍的行為也讓我們警惕，政客有時會施以小惠給百姓，使我們養成只顧自己的利

益，而不問公義；所以我們也要提防政客們背後的政治動機。如果可以重寫這段

故事，從押沙龍登上聖經的舞台開始，你會如何改寫？  

 

詩 130 我從深處向你求告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太 7:7-11 餅與石頭 

【默想】 

這是耶穌在登山寶訓後，進一步的教導，我們向天父祈求時的態度與信心，祈禱

的前提是我們的天父願意把最好的給我們，所以「尋找的就找到，叩門就開門」，

但是前提是要給我們「最好的」東西，最好的標準不是由我們來定，試著回想如

果你所求過的東西，全部都照著給你，真的會是一件好的事嗎？你是不是也會有

「上帝沒有照我求的給我…」這樣的興嘆呢？所以祈禱前要有的信心是「相信天

父認為好的事，一定是於我有益」，所以祈禱，要有信心，同時也聆聽，也要等

候，經歷我們天父的回應與禮物。你祈禱時是否只執著於你認為好的事呢？若上

帝的回覆與你所想的不同時，你是否願意耐心等候，留心觀察上帝的心意呢？ 

 

星期日 (8/8)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一主日 

撒下 18:5-9,15,31-33 大衛為押沙龍的死傷慟哀哭 

【默想】 

押沙龍有一頭令人羨慕的長髮，那是他的榮耀，但也成了他的致命傷。請你認真

想想你是否有什麼令人羨慕的榮耀之處，同時也有可能成為你虧損的危險？今天

經文中的勝利沒有歡笑，仇敵的死亡也沒有喜樂，因為戰勝的是自己的族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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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是自己的骨肉。這是大衛一生中重大的悲傷，也是他一時貪念所引發的收場。

人類國族之間仍有許多的紛爭，一時的利益與衝動卻要付上無比的代價，其中沒

有勝利者。請想想現在世上還有多少戰亂、軍事對峙的地區，請為在受影響的百

姓及執政掌權者代禱，願族群間一切仇恨能得以消弭。 

 

詩 130 我從深處向你求告 

【默想】(請閱讀詩篇經文後，安靜默想，有那句話或那一個詞你特別有感觸，就

以此領悟作為祈禱） 

 

弗 4:25-5:2 不給魔鬼留地步憑愛心行事 

【默想】 

在今天的經文之前，保羅提到要如何才是脫去舊人，立志自新，成為新造的人。

所以本段經文中他進一步列舉所謂「舊人」的生活及其價值，舊人有時會用言語

傷人，舊人仍會讓怒氣、仇恨、苦毒、來主宰我們的生命，如果成為「新造的人」，

仍然過這樣的生活，會讓與我們恢復關係的天父上帝，所賜的聖靈為我們擔憂。

所以你當反省，現在的生活行事為人，是否與過去真的不同，喜歡誠實，不輕易

生氣，勤勞做正當的事，仁慈待人，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總之因為感受到基

督的愛，而願憑愛心行事？ 

 

約 6:35, 41-51 耶穌基督是生命的糧 

【默想】 

人生理上的成長，需要食糧；食糧所蘊含的養分使人不但生命可以延續，更使生

命成長。但人之所以為人，還需要強壯的靈魂或靈性，他們也需要養分與供應，

耶穌一再提醒的就是我們不只需要生理上的食物，使身體健康、強壯；我們更需

要另一種「食物」，供應我們靈性或靈魂上的需要，而這種糧食，只有從創造人

的天父那裏才有供應，為我們從天上降下的糧食，就是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愛

子，道成肉身的上帝。請想想耶穌如何成為你生命的食糧？你可有從祂那裏支取

靈性的供應？也請你從今天福音書的經文中默想我們領受聖餐的意義。為何基督

宗教總是都重視聖餐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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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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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道筆記： 

 

 

 

 

 

 

 

 

 

 

 

 

 

 

 

 

 

 

 

 

 

 

 

 

 

 

 

 

 

 

 

 

 

 

 

參加每日讀經計畫：將每日心得，請用掃描或手機攝影後，檔案寄disiciple@methodist.org.tw 或 

以 Line傳送給衛理門徒培育中心，蕭湘逸姊妹 

mailto:disiciple@methodist.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