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今天第一次來本會參與禮拜的兄姐，請您們留下聯絡通訊資料（電話、
E-mail、住址等）以利往後分享與代禱聯繫，願上帝賜福、保守您們！
＊通知事項＊
1. 11 月 27 日感恩節舉行洗禮聖禮典，請欲接受小兒、成人洗禮、堅信禮及外教
派會籍轉入的兄姐，至辦公室填寫申請表。
2. 11 月 27 日舉行 2017 年事工研討會，請各委員會、團契於 11 月 20 日前，將
2017 年度計劃&預算交至辦公室。
3. 11 月 1 日(二)台中中會在蒙恩教會召開第 86 屆冬季議會並改選 87 屆中會幹
部。議長：王福祥牧師，副議長：周嶸牧師，書記：陳伯源牧師，副書記：
謝大舜牧師。
4. 11 月 13 日下午 2 時在本會召開十字園兩會（柳原、民族路）長執聯席會，請
受派長執準時參加。
5. 中清教會義賣濾掛式咖啡，每盒 500 元，請至辦公室購買（尚餘 26 盒）。
6. 本會恩典少年兒童合唱團於下主日（20 日）14:30~16:30（14:00 入場）受邀在
台中東山高中參與勵馨基金會主辦「給孩子一個看得見的希望」小腳丫慈善
音樂會，歡迎大家前往參加。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主日學（校長：卓啟煌長老）
1. 本日(11/13)成人主日學暫停一次。
2. 各班老師：
日期

司會

教唱/司琴

信息/祝禱

幼稚級

初小級

中、高小級

11/13

何秋萍
何秋萍

胡翠峯/呂慧玲
張榮璋/洪予恩

劉雅玲/潘哲雄
羅寶玉/卓啓煌

盧金梅
盧金梅

劉雅玲
劉雅玲

何秋萍
何秋萍

11/20

二、聖歌隊（隊長：張榮璋弟兄）
1. 聖歌隊上週選出 2017 年度隊長與副隊長，隊長：余燕儒長老，副隊長：
高雅智，上帝揀選，保守賜福。
2. 聖誕節即將到來，聖歌隊於禮拜後留下來加緊練習歌曲。
三、少年團契（會長：陳維理同學）
少年團契於年會中舉行會長選舉，由江泓汎同學當選 2017 年度少年團契會
長，願上帝看顧保守祝福，使其在服事及生活上都有好的見證。
四、青年團契（會長：顏姿叡姐妹）
青年團契於年會中舉行會長選舉，由張哲豪當選 2017 年度青年團契會長，願
上帝引導帶領，祝福並紀念這份願意甘心樂意擺上的心。
五、敬拜讚美團（團長：張哲豪弟兄）
2017 年度團長：謝仁維。
六、家庭團契（會長：余燕儒長老）
2017 年度會長：何啓光，副會長：許庭魁。
七、手鐘團（團長：謝理明長老）
2017 年度團長：高雅智，會計：林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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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婦女團契（會長：羅寶玉執事）
1. 為因應聖誕節表演，敬邀教會的婦女一起跳聖誕舞，請新舊委員務必參與，
地點：3F 教室，時間：11 月 13 日 10:45。
2. 10 月 20 日禮拜後舉行例會，主題：用簡單瑜珈保養。請兄姐踴躍參加。
九、松年團契（會長：林政義長老）
1. 本日禮拜後松年團契例會與慶生會，例會中特邀請程玉珍中醫師主理健康
講座，請兄姐踴躍參加。
2. 原本 10 月份的壽星們的慶生會將與 11 月份的壽星們合併慶祝。
3. 10 月壽星名單如下：陳重輝弟兄、許月娥姐妹、施碧珍姐妹、許秦玉姐妹、
潘哲雄長老、楊蘇英妹長老等。11 月份的壽星名單：王啓明長老、尤芳美
姐妹、許湯秀長老娘，祝福壽星們生日快樂主恩滿溢。
4. 中會松年部為慶祝聖誕節舉辦敬老暨慶婚感恩禮拜，敬請踴躍參加。
(1)日期：2016 年 12 月 16 日(五)上午 8 時 30 分起報到，9 時開始禮拜。
(2)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地址：台中市環中路四段 2 號)，
(3)敬老：80 歲至 89 歲、90 歲至 99 歲及 100 歲以上三組，
(4)慶婚：夫婦結婚 50 年、55 年……每隔 5 年慶賀一次，
(5)以上敬老與慶婚對象以各教會團契會員為限。
(6)費用：每名 400 元，現任及退休傳教師本人免費，應於報名表註明。
(7)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 月 28 日(一)止。逾期不予受理。
(8)請向徐澄榮執事報名。
5. ★參加台中中會松年部 11 月 15~16 日秋季靈修旅遊的兄姐，請於 11 月 15
日早上 7 點 20 分集合於教會前，早點請自備。
十、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台中中會青年部舉辦「第六屆街頭福音會」活動，時間：11 月 19 日(六)14~16
點，地點：台中放送局(北區電台街 1 號)，主題：「與你有約」。
2. 台中中會長執聯誼會訂 11 月 19 日 09:00 於柳原教會舉行第 27 屆會員大會。
3. 台中中會財務部訂 11 月 19 日(六)08:45~12:00 舉辦財務人員實務研習會，
地點：柳原教會。
4. 為 11 月 27 日教會事工研討會禱告，求主賜下智慧給參與者，使教會明年
度事工及設教 120 週年慶典活動有很好的計劃。
5. 「門徒營晚會–尋誰啓事」，時間：11 月 19 日(六)18:15，地點：台中忠孝
路教會（東區忠孝路 288 號）。講員：林鴻信老師（台神系統神學教授）。
6. 萬民教會訂 11 月 20 日(日)15 點舉行開設禮拜暨牧師黃雅恩就任為開拓牧
師授職感恩禮拜。
＊代禱事項＊
1. 為 11 月 27 日感恩節禮拜中有更多人願意受洗，成為神的兒女。
2. 為本月中各團契、機構舉行年會，改選幹部代禱。
3.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陳月娥姐、李朝富兄、莊水發兄、許湯秀長老
娘、梁祈錫執事、林尹晨小朋友、沈麗美長老娘、陳潘藟姐、蔡串煉兄、陳維順
兄、謝敏川牧師、林南兄、陳榮美姐、謝月仔姐、王曾寶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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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Lán lóng chhin-chhiūⁿ iûⁿ bê-lō͘; ta̍k-lâng kiâⁿ ka-kī ê phian-lō͘;

Iâ-hô-hoa hō͘ lán chèng-lâng ê chōe lóng kui tī i sin-chiūⁿ.
(I-sài-a 五十三:6)
咱攏親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華互咱眾人的罪攏歸佇伊身
上。（以賽亞五十三:6）
(華語)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
上。（以賽亞五十三:6）
＊週間聚會＊
鼓勵無法參加主日禮拜之兄姐，能參加禮拜三晚上 8 時之週間禮拜。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上週
出席
187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2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5 人

四

10:00~11:30

2 樓團契辦公室

日文讀經分享班

黃金鈺、施碧珍

-

六

08:10~09:00

1 樓松年會館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20 人

＊週六禱告會＊
本週六(11/19)早上 08:10 禱告會由卓啓煌長老主理，從「信心的飛躍」中介紹
「萊爾」，司琴：簡安祺姐妹。
＊全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1/13(日)

11/14(一)

11/15(二)

11/16(三)

11/17(四)

11/18(五)

11/19(六)

經節

徒 10-12 章

徒 13-14 章

徒 15-19 章

徒 20-22 章

雅 1-2 章

雅 3-5 章

加 1-3 章

＊下週金句＊
以賽亞書 55:6
＊下週主日、週間禮拜經課表＊
每週主日 08:50、主日第二堂 10:25 及每週三晚間 07:50 禮拜前禱告會，請司禮、
司獻、領詩、司琴及聖歌隊同工一同在 2F 練唱室、古蹟禮拜堂 1F 祈禱室集合，
請主禮牧師帶領禮拜前禱告。
聚會場次

日
期

講員

證道題目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馬太十八:1~11

32

296
425
513

尼西亞
信經

經文

第一堂
台語禮拜

11/20

劉忠信

謙卑與絆倒人
的對比

第二堂
華語禮拜

11/20

劉忠信

謙卑與絆倒人
的對比

馬太十八:1~11

-

-

同上

週間
台語禮拜

11/23

蕭仁維

為主多走
一哩路

啟示錄2:8-11

9

55、186、
5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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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與神同心】
尼希米記二:1~20
吳炳正牧師 2016/11/6
曾經有一位男孩，他很內向，而且有嚴重的口舌，在家也很少說話，是一個
不會與人計較的人。但是，在他的人生過程中，第一次不聽爸爸的話，是在他 16
歲的時候；原因是他爸爸禁止他去教會，於是，他就提起最大的勇氣跟爸爸說：
「除
了去教會以外；我都聽你的。」
後來，這個孩子就開始在教會服事。不過有一件事，是他一直無法突破的，
就是他有嚴重的口吃，不敢在眾人的面前開口說話。奇妙的是，上帝卻給他一個
任務，就是要他去傳福音，而這個任務，卻讓他感到很困擾，因他擔心口吃的問
題，會給他帶來難堪。所以，他就跟上帝禱告說：
「你明明知道我是一個說話會口
吃的人，為什麼偏偏要派這個任務給我？」
可是，他知道逃避不是辦法，於是，他又向上帝禱告說：好吧！我願意為祢
傳福音，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就是在每次的聚會中，祢不但要與我同在，也要
與我同工。沒想到，當他第一次開口傳福音時，奇妙的事就發生了。也就是他口
吃的症狀，竟然都消失！後來，他自己見證說：當我的舌頭一放鬆時，不僅沒有
口吃，而且，口吃的症狀，從此就不再發生。後來，他成為一位非常成功的傳道
人，牧養的教會超過七千人。
親愛的兄姊，我用他短短的見證來分享這位傳道人成功的過程。並非要表達
他牧養教會有多麼成功；還是他口吃的問題得著醫治。我所要表達的重點，乃是
與他上帝同工的經歷。或許有一天，上帝也要通過你、我做更大的事。因此，我
們必須相信，只要我們與上帝同心，祂就會與我們同工，甚至，祂也會透過人的
方式，來幫助我們去完成使命。
在今天的經文中，它是在描述：尼希米是如何重建耶路撒冷城牆，以及他如
何去突破每一個關卡邁向成功的過程。其實，這個故事也在告訴我們，尼希米是
如何與上帝同心；讓上帝來與他同工的經歷。我就用兩點來跟大家分享。
一、與上帝同心-上帝垂聽禱告
第一、當尼希米與上帝同心時，上帝就垂聽他的禱告。那麼，要如何看出尼
希米與上帝同心呢？在經文中至少可以看到三個重點。第一、是他的動機。第二、
是他的態度。第三、是他的品格。
（a）動機-合上帝的心意
首先，我們來看看，尼希米為什麼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牆？這點很重要；因為，
我們可以從他的動機中，看出尼希米是不是一位與上帝同心的人。這就要從尼希
米問猶大同胞當時的狀況說起：在尼希米 1 章 3 節這樣說：
【那些被擄歸回剩下的
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當尼
希米聽到這樣的事，吃不下也睡不著，並且為他同胞的遭遇，感到悲傷不已。
因此，我們就能了解，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動機，乃是基於愛與關懷。
另外，若以尼希米當時所在的地方要到達耶路撒冷大約有 2500 公里的路程，這對
當時的交通而言可沒有那麼容易；還有，若以尼希米當時的地位，他與那些流亡
人民的關係可說是天壤之別。雖然如此，他也沒有將同胞的遭遇視而不見；反而
以認同的心來看待，甚至，還將他們的痛苦當成自己的痛苦。也因此，他就開始
計畫，要如何來重建耶路撒冷城牆，希望能幫助同胞早日脫離那種悲慘的處境。
我們都知道，愛人是上帝的本性之一，拯救人類脫離種種的困境也是上帝常
有的作為。所以，當尼希米與上帝同心時，他所要做的事，上帝一定會來成就。
反省
親愛的兄姊！我們常常有很多機會去策劃、推動許多事工，可能我們的方法、
策略都不錯，甚至也會去參考別人成功的經驗。但是，我們可要清楚：我們做事
的動機，是不是有符合上帝的心意？我們所要做的事工，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如果我們的服事以及我們做事工的動機，只想榮耀自己，那麼，我們所做的就不
能算是上帝的聖工；可是，我們看到尼希米重建城牆的動機，乃是出於愛與關懷，
並非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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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態度-謙卑的態度
第二點，我們可以看出尼希米與上帝同心的關鍵，乃是在於他的態度。那麼，
尼希米是用什麼態度去面對他所掛慮的事呢？他是用禱告做預備，用禱告做等
候。將自己當作一個祈求者，他謙卑認罪，不斷地祈求上帝聽他的禱告。因為他
知道主權在於上帝，一切要有上帝的赦免與救贖的恩典；如果上帝願意垂聽，尼
希米才有那個能力與智慧重建城牆，幫助他的同胞能早日脫離那悲慘得處境。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尼希米並沒倚靠他的才能與勢力，乃是以謙卑的態度
來祈求上帝的憐憫，去幫助他能完成重建城牆的計畫；另外，在這個過程中，也
讓我們看到，連國王也來幫助他。
反省
親愛的兄姊：一個與上帝同心的人，他的態度絕對是謙卑的，就像尼希米一
樣。在聖經彼得前書 5 章 6 節如此教導我們說：
【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另外，在雅各書 4 章 6 節也說：【神阻擋驕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因此，我們看到尼希米能成功突破每一個關卡，乃是由
於他願意謙卑，且清楚知道自己該扮演的角色。
（c）品格-忠心的品格
最後，我們來看尼希米的品格，他的品格更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在尼希米2
章1-2節有說到：【當尼希米倒酒給王的時候，王就感到他跟平常不太一樣，也因
此讓王主動去關心他說：你既沒有生病，為甚麼面帶愁容呢？這沒有別的，一定
是你心中有煩惱。】
我想，這是人與人之間的默契。通常，當我們不舒服或心裏愁煩時，跟我們
最親近的人，一定可以馬上發覺出來，不用說，光看表情就能看出端倪，對嗎？
因此，我們就能看出尼希米與國王的關係是非常的密切，更能感到，尼希米
絕對是一位有好品格的人。如果不是，哪能得到國王如此的青睞與支持呢？
反省：
沒有錯，一個人的品格確實很重要。我曾聽過一位牧師說，若要成為職場贏
家，必須要有三個特質，第一、是使命。第二、是專業。第三、是品格；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品格。
這位牧師說：現在的孩子什麼都有，就是缺乏品格。所以，他就在教會推動
兒童品格教育。起初，我會去質疑，哪有父母會認為自己的兒子需要接受這種教
育？這豈不是自我打臉？但事實上，現在卻有許多父母；有意識到這樣的問題，
也認同這樣的做法，願意在每禮拜六，將孩子送來教會來接受這種品格教育。
親愛的兄姊：請我們想一想，如果尼希米的品格有瑕疵的話，那麼重建城牆的計
劃就不會成功。為什麼？第一、國王不會主動去關心他，第二、國王有可能會因
為尼希米的品格有瑕疵，這反而會替他帶來危險。
其實，一個真正與上帝同心的人，在他的生活中，自然就能彰顯出上帝的形
象。我們不是常常在說：要為主做見證嗎？其實，在我們平常生活中所展現出來
的那種生命態度，就是一種最好、最直接的見證。我們來看，尼希米他成功的原
因，跟他的外表及才華都沒有關係；可是，卻跟他的品格有絕對的關係。或許我
們沒有很漂亮的外表，也不是最聰明、最有才華的人。但是，只要我們願意與上
帝同心，上帝就會預備一條成功的道路給我們。
二、與上帝同心-上帝來同工
親愛的兄姊：我們來看，尼希米重建城牆之所以會成功，乃是在於他與上帝
同心的動機、態度與品格。因為他與上帝同心，所以，上帝就與他同工；讓他所
面對的難題，都能一一得到解決。
當尼希米將他的訴求跟國王說時，國王不僅答應他，也給他通路權，以及重建的
材料，甚至還派人護送他。
我們看到尼希米一開始就能得到國王的大力支持，那是多麼的幸運！照常
理，他可以大大方方，以英雄的姿態來做他想做的事，可是，他並沒有那樣做，
反倒謙卑、低調。因他知道要重建城牆並非容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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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在經文中有提到，尼希米跟他的同伴半夜起來，是為了要勘查耶路撒冷
當時的環境。這好像在進行一項秘密行動。當尼希米充分了解環境之後，才正式
向他的同胞提出重建的計劃，同時，也分享上帝是如何與他同工，以及國王是如
何的支持他，都說給他們聽。那時，同胞們就大受激勵，就說：
「我們起來建造吧。」
你們看，這整個計畫都進行的很順利，我相信所有的人；都會稱讚尼希米是
一位智勇雙全的人。但是，我們來聽聽尼希米對這事的看法，他說：這是因為我
與上帝同心，祂就與我同工，我所求的，祂都賜給了我。尼希米並沒有吹捧自己
的才華；雖然國王在整個過程中，也是一個要角，但尼希米很清楚，推動整個重
建計畫成功的背後主宰乃是上帝而不是國王。
在羅馬書 8 章 31 節如此說：【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上帝總是
會通過其他的人來幫助我們，不只是與我們同心的人，甚至是我們無法預料的人
也會來幫助我們一同去完成上帝的使命。
親愛的兄姊！若要做聖工，就不要小看自己，上帝若要幫助我們，有誰能敵
擋我們？只要我們有信心，就如耶穌所說的：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
對這座山說：『從這邊挪到那邊。它也必挪去。』換句話說：我們只要對上帝有
信心，就沒有難成之事。
其實，我是被上帝呼召回來的一個浪子，也因此，在我 43 歲時，就以感恩的
心來回應上帝的呼召，進入神學院受裝備。畢業之後，就被派來中清教會，在還
沒就任之前，就聽說，它很有可能被降為支會或被關閉。於是，在我就任後，就
開始重新整理會員名冊，不料卻發現，籍在人在的兄姊竟然不到 30 個，這還不打
緊，在教會中，也只有一位執事，連長老都是中會派來協助的，否則，教會就無
法正常運作，難怪會有那些傳聞。所以，當時就有人建議我能離開就趁早離開。
記得，在中清教會的第一年，我無意間接到花蓮那邊教會的邀請，要我們夫
婦去那裏服事。可是你知道嗎？說到花蓮，我的師母整個眼睛就亮起來，因為她
的個性是屬於那種悠哉型的人，凡事都喜歡慢慢來；特別，她很喜歡花蓮的生活
步調。記得，她常常對我說的一句話，就是 take easy，我想從這句話，我們不難
想像她是一位心寬體胖的師母。
奇妙的是，當時上帝給我的感動是要我們繼續留在中清教會，所以，我就開
始埋頭苦幹，師母也任勞任怨，其實，我的師母也是牧師，在她畢業後，就留在
神學院服事，後來，知道我要到台中牧會，或許是因為太愛我的關係，就決定跟
我一起牧會，到目前為止，他已經足足 6 年沒有領過所謂的謝禮，可是她從不埋
怨。那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異象，即便遭遇任何的困境，我們都清楚知道，我們
在做什麼、我們為什麼而做。總而言之，我們是與上帝同工。
感謝主，在兩年之後，教會的人數不斷增長，不僅有三位長老、六名執事，
而且也有五十多位的成人會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堂會，除此之外，我們也成立
了四個團契，一個小組。在這個過程中，我要說的，不是我們使中清教會起死回
生，乃是上帝要我們去經歷與祂同工的果效。
後來，我們面對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現在的建堂。因為我們教會長期以來
都是租的，不知什麼時候要被迫搬遷，實在沒有安全感；更重要的是，禮拜堂的
空間也不夠用，因為我們的禮拜堂，不僅是敬拜的場所，也是飯廳、交誼廳、及
會議室，至於會計，是在一間儲藏室的角落；而牧師為了推展事工，也將牧師館
縮小到 4-5 坪；也因此，讓我意識到教會是需要改變的時候。
可是，你們知道嗎？我們的教會是位於正在開發的水湳經貿園區的附近，於是，
我就跟上帝說：上帝呀！你給我的功課未免太大了吧！因這附近的土地和房子都
不斷在爆漲中，雖今年的房價有滑落一點，但對小教會而言，還是太貴！
我來講一個最誇張的例子，就是我們曾經看一間非常適合做教會的房子，它
開價 3980，那時，我就問會計，我們建堂基金有多少，她說：大概百萬出頭，我
想，存了 15 年的建堂基金，只有百萬出頭，於是，我摸摸鼻子就走。後來，我跟
一位主內的親戚談到這件事，他竟然說他有感動想要買來置產，且願意便宜租給
我們，後來，他就興沖沖從台北下來，沒想到，屋主突然開價 6000 萬，在短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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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年竟漲了 2020 萬。於是，我的親戚就打退堂鼓。老實說，我那時也很想打包
走人，順便跟上帝說，我們到此為止就好，像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請祢交給
別人去做吧！可是，上帝偏要我們留下來，在這種留與不留的矛盾情境中，最後，
我們還是選擇留下。因為我們清楚知道上帝要我們與祂同工，所以，我就愈來愈
瘦，還好我有一位 take easy 的師母可以跟我平衡。
親愛的兄姊：你們知道會讓我留下來的原因是甚麼嗎？雖然我們教會很小，
人不多，可是我們卻很溫馨。特別是我的同工，只要我開口他們就順服，而且，
也願意付出他們的心力跟我一同打拼。
感謝上帝的恩典，在今天的 5 月初，祂有預備一間三層樓的建築物要給我們
使用，最後，我們以 1500 萬簽約買下，但是，當我們付第一期簽約金之後，會計
就跟我說，我們的經常費只剩一、二萬，下個月牧師你的謝禮可能付不出來喔！
當時，我不敢告訴師母就自己煩惱，就讓她繼續去 take easy 就好。在這種情形況
之下，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我的親人，看她是否能幫忙，沒想到，我的親人竟然說
他沒有感動，實在讓我深感失望。因為 1500 萬對她而言，是九牛一毛，我原本以
為經我文情並茂的懇求，他應該會很感動。沒想到，不但沒有感動，還反對我建
堂。但我也因此感謝上帝，由於這件事，讓我更加體會，上帝要我與祂同工，且
要我完完全全的倚靠祂，並不是倚靠別人。俗語說：『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
上帝最好』因此，我們必須知道，所有會甘心樂意為我們奉獻的人，是因為他們
願意與上帝同心，也願意與上帝同工，並不是他們有錢、沒錢的關係，我想，這
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也因此，我就將這些事完全交託給上帝。
記得，在我們臨時會員和會還沒有通過買新堂時，就有兩個單親媽媽，將他
們辛辛苦苦所存的十萬塊全部奉獻出來，這十萬塊對窮苦人而言，可是一筆大數
目；因為一個是在學校做清潔工，另一位，是在黃昏市場打工，當他們聽到教會
有需要時，就願意將一生所積蓄的完全奉獻出來。有時，我在想，我的信心還沒
有她們大咧！從這兩位單親媽媽如此的舉動與態度，讓我深深體會到，這個禮拜
堂是非買不可，這不只要宣揚上帝國的福音，更要落實，中清教會要在這地區成
為一個盼望的記號。
結論
親愛的兄姊：我們常常會花很多時間、很多精神在事工的計畫上，雖然這些
都很重要，可是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在我們做事工之前，要先確認；我們
的動機、我們的態度、我們的品格是不是有符合上帝的心意，如果有，上帝就會
啟示我們，讓我們清楚明白，在對的時機，用對的人與對的方法去完成祂的使命。
一個有口吃的人，能在最後成為福音的使者，這是因為他與上帝同心，所以，上
帝就與他同工。尼希米能排除所有的難關，重建耶路撒冷城牆，這也是他與上帝
同心，所以，上帝就與他同工。今天，我們中清教會的經歷是，當我們願意與上
帝同心時，上帝就會與我們同工，讓一間原本要降為支會或要被關閉的教會，也
能夠起死回生。
那麼，兄姐你們呢？你們將來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想要為主成就什麼樣的
事工？這都在於你，是不是願意與上帝同心，讓上帝與你同工！
盼望能通過今天的信息，讓我們更加了解，在往後的生活中以及事工方面，
都能成為一位與上帝同心的人。
最後，我要再次地呼籲兄姊，你們是不是願意與上帝同心，讓上帝與我們同
工，來扶持、幫助上帝所設立的中清教會，能真正落實，讓教會成為一個盼望的
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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