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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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禮拜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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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事項＊(司會人員讀★項目)
1. ★本主日是「教會教育事工奉獻主日」
，由戴碩欽牧師前來本會主禮一、二堂禮拜；
本會耿明德牧師前往向上教會。
2. ★本會訂 10 月 28 日召開臨時會員和會，選舉 2019~2022 年執事四名。當天台、
華語堂合併，只有 09:30 一場禮拜，會員名單公佈於公告欄，如有錯誤請至幹事
辦公室更正。
3. ★小會提名執事候選人：陳佳萍、許允麗、徐澄榮、王心怡、曾正賢、楊忠憲、
王惠玲、吳憶恩、張榮璋、蘇柏熙。
4. ★感恩節(11/25)舉行洗禮聖禮典，欲報名堅信禮、小兒洗禮、成人洗禮、信仰告
白（外教派會籍轉入）的兄姐，請至辦公室登記，並參加 11/8(六)下午信仰造就班。
5. ★峰谷教會於本日(10/21)15:00 舉行蕭仁維&胡翠峯傳道師封立牧師暨就任禮拜，
教會備有一台遊覽車前往。下午 1:30 在福音街上車。
6. ★「120 週年紀念冊籌備小組」委員請於 10 月 27 日(六)09:00 在松年會館開會。
7. ★宣道委員會同工請於 10 月 28 日禮拜結束後在 A 教室集合，討論聖誕節事宜，
請家庭團契正、副會長、陳麗惠執事、陳玉鳳執事參加。
8. ★台中市十字園管理委員會訂於 10 月 27 日(六)上午 10:00 於柳原教會 2 樓會議
室，召開第 11 屆管委會第 7 次會議；請管委會委員同工及牧師顧問、董事長，撥
空蒞臨參加。
9. ★本禮拜五(10/26)19:10~21:00「門徒訓練裝備課程–四福音書研讀&保羅這個人」
由曾昌發牧師主講「保羅的家庭、教育、思想淵源和歸信」，請兄姐踴躍參加。
10. ★本會預定於 12 月 9 日主日禮拜中舉行新聖詩啓用感恩禮拜，邀請駱維道牧師
證道，並介紹新聖詩。凡要購買新聖詩者請於 10 月 28 日前完成登記並繳費（金
邊軟皮每 350 元，硬皮版每本 290 元，每戶教會補助 200 元），新聖詩預計在 11
月底前分發。
＊肢體交通＊
1.恭喜許萬興夫婦的公子–許理泰弟兄與洪嘉珮姐妹於今日中午舉行結婚感恩禮拜。
＊本會委員會、事工組、各團契、機構消息＊
一、松年團契（會長：徐澄榮執事）
1. 松契 11 月份例會，主理：程玉珍執事。壽星：王啓明、尤芳美、許湯秀、張秀英。
2. 台中中會松年部舉辦秋季南台灣知性靈修旅遊活動，時間：11 月 20 日(二)~21
日(三)，地點：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烏山頭水庫電動環保船遊湖、西子灣賞夕
陽；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澄清湖…）。歡迎兄姐踴躍參加，費用：3000 元/人
（契友有補助），10 月 29 日截止報名，請洽林政義長老。
二、婦女團契（會長：葉美玲執事）
1. 本日(10/21)第一堂禮拜後於 2F 長執會議室召開年會，會中改選委員，請婦契姐
妹踴躍出席！本次例會將為 10~12 月壽星慶生，壽星有(敬稱省略)：許秦玉、
施碧珍、賴麗月、許湯秀、郭柿娘、吳憶恩、楊蘇英妹。願上帝厚賜恩典予壽
星們。
2. 預定於 11 月 10 日(週六)舉辦秋季旅遊，地點：新社安妮公主花園，請向會計
盧金梅執事報名，截止日為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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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日學（校長：許明暉長老）
本日(10/21)成人主日學於 1 樓松年會館上課，內容：約伯記 38 章 1~7 節。
四、少年團契（會長：楊君贊同學）
10 月 28 日(日)舉行年會，會中改選 2019 年度會長、副會長。
五、敬拜團（團長：顏姿叡執事）
上週(10/7)年會中，選出 2019 年敬拜團團長：張玉旻，副團長：賴芝亦。
六、手鐘團（團長：高雅智執事）
訂 10 月 23 日(二)晚 7:30 召開年會。
七、男聲合唱團
9 月 29 日年會中選出 2019 年度團長：曾正賢，幹部：謝光亮、蘇柏熙。
八、家庭團契（何啓光執事）
10 月 6 日年會中選出 2019 年度會長：許庭魁，副會長：卓榮造、蔡宗良。
九、教育委員會圖書館組（組長：林玉山執事）
圖書館徵志工 1~2 名，值班時間：週六上午 9 點~12 點、週六中午 12 點~2 點，
意者請向圖書館組或辦公室報名。
十、禮拜委員會接待組(組長：劉雅玲執事)
為加強關心參加禮拜的新來朋友，主日禮拜結束至愛餐之間的時段，在採光罩下
方的地下室設置 Source cafe【源咖啡】供品嘗及音樂欣賞時間，邀請新來的朋友
禮拜結束後蒞臨交誼和認識教會。
＊總、中、區會、各機構消息《詳閱公佈欄》＊
1. 由台灣神學研究學院舉辦的「創意禮拜與聖樂牧養」研習會，時間：10 月 27
日(六)09:00~15:00，地點：台中忠孝路長老教會，費用：200 元/人，詳洽
http://www.tgst.edu.tw/p/404-1001-3072.php 或電 (02)2882- 2370#232 穆姐妹。
2. 台中中會婦女事工部舉行 2018 年年會，時間：10 月 27 日(六)09:00~12:00，地
點：忠孝路長老教會（東區忠孝路舊堂）。
＊代禱事項＊
1. 為 10 月中各團契年會中能選出適當的人擔任幹部。
2. 為 10 月 28 日臨時會員和會中選出四位合神心意的執事，來協助教會事工。
3. 為今年度門徒訓練會最後兩堂課(10/19、10/26)本週五晚上 7:10~9:00 講師–曾
昌發牧師代禱，期盼有較多兄姐來參加。
4. 為 11 月 25 日感恩節禮拜中舉行洗禮聖禮典，有更多人受洗成為上帝的兒女代
禱。
5. 為下列身體欠安的兄姐代禱：林尹晨小朋友、蔡伯煉執事、林南兄、陳春生兄、
莊水發兄、陳朱碧琴姐、許瑞源長老、蔡串煉兄、黃新鋌(Dennis)、陳振祥兄、
林義耕兄、曾財成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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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金句＊
(台語) Só͘-í kin-á-jı̍ t lí tio̍ h chai, sim iā tio̍ h siūⁿ, thiⁿ-téng tōe-ē chí-ū Iâ-hô-hoa, I sī
Siōng-tè, í-gōa bô pa̍ t-ê.（Sin-bēng-kì 4:39）
(台語) 所以，今仔日你著知，心也著想，天頂地下只有耶和華─伊是上帝，以外無
別個。（申命記 4:39）
(華語)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記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華他是上帝，除他
以外，再無別神。（申命記 4:39）
＊下週金句＊
馬太五:48
＊週六禱告會＊
本年度每週六分享、介紹「抉擇的智慧」一書。下次(11/3)由洪添裕長老分享，請弟
兄姐妹參加週六上午08:10禱告會，一起為國家、教會、家庭及自己禱告。
＊兩年讀完一次聖經運動＊（讀經進度）
日期

10/21(日)

經節

撒上 8 章

10/22(一)
撒上
9-10 章

10/23(二)
撒上
11-12 章

10/24(三)
撒上
13-14 章

10/25(四)

10/26(五)

10/27(六)

撒上 15 章

撒上 16 章

撒上 17 章

＊週間聚會＊
星期

時間

地點

本週分享內容

負責同工

上週
出席

日

09:00~10:30

大禮拜堂

主日崇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3 人

日

10:30~12:00

古蹟禮拜堂

主日崇拜(華語)

禮拜委員會

45 人

三

20:00~21:00

古蹟禮拜堂

週間禮拜(台語)

禮拜委員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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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人

六

08:10~09:00

讀經禱告會

輪值長執

19 人

1 樓松年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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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啟
應

聖詩

信仰告白

合堂
台語禮拜

10/28

陳祐陞

失落中遇見主

約翰四:1~23

3

156
288
510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信仰告白

週間禮拜
台語禮拜

10/31

陳祐陞

奉耶穌基督的
名

使徒三:1~10

15

76、461、50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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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講道＊
【每一天都要記得】

詩篇九十:1~12

耿明德牧師 2018/10/14

一天的下午，一人走在森林的小路上，他看見了一隻蜉蝣，在樹下哀傷痛哭，那
人就問蜉蝣：『你為什麼在此哭泣呢』？蜉蝣說：『我的太太今天中午死了，所以我才
會在此傷心流淚』。那人笑著說：『現在已經是黃昏了，你很快也會死去，有甚麼好哭
的呢』？蜉蝣聽後，哭得更傷心了。那人覺得很好笑，「蜉蝣朝生而夕死」，中午死或
是黃昏死有什麼差別，何必哭呢？他轉頭就離開了。等他走了一段路之後，才想到，
雖然從人的眼光來看，蜉蝣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暫，中午或黃昏的差別並不大；但是從
「蜉蝣的角度來看，中午到黃昏就是它的下半生，這下半生也是和人的下半生一樣的
漫長呀」
。想到這裡，他很後悔自己所說的話，就回頭去找那隻蜉蝣，但是，那隻蜉蝣
已經死在黃昏的樹下。
蜉蝣是世界上生命最短的生物，它的幼蟲成熟、長大，從水面飛到陸上之後，通
常活不過一天就會死去。
「在這一天之內，它們尋覓伴侶，交配產卵，完成延續下一代
的生命，然後在夜幕低垂時，匆匆向世界道別」
。因為蜉蝣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暫，所以
古人在寫文章之時，常常會以蜉蝣作比喻，「用以感歎世人生命的短暫倉促」。像是一
代文豪蘇軾在《前赤壁賦》中寫道：
「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
羨長江之無窮」。
「作者形容人的一生就像蜉蝣一樣，暫時寄住於天地之間，渺小像大海中的一栗。
感嘆世人生命的短暫，羨慕長江的流水無窮無盡」。
各位，蜉蝣成長之後的生命雖然只有一天。但是，它們卻完全沒有浪費，忠實又
負責任，在這唯一的一天內，去完成它生命的使命。那我們呢？如果我們也是只有一
天的生命，會如何去生活呢？
好啦，不要說一天，就正常人的生命來看，我要問的是：
『各位，你會選擇用什麼
樣的態度來面對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呢』？人的一生真有那麼長嗎？
你真的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嗎？你真的可以肆意的揮灑自己的生命嗎？
今天所讀的經文，詩篇 90 篇的作者說：『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
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
長，晚上割下枯乾。我們因你的怒氣而消滅，因你的憤怒而驚惶。你將我們的罪孽擺
在你面前，將我們的隱惡擺在你面光之中。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
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
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
。從這段經文我們能明白，人的
一生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像小蜉蝣一樣，
『一眨眼』就消逝無蹤。因為無論生、死，都
在上帝的手中阿。不管你決定要「隨已意而行」，不管你是要「肆意揮灑生命」，不管
你是要「只要我喜歡，甚麼都可以做」
。在此要慎重提醒各位，日子是無情的，時間一
點一滴的過去，根本就不會停下來等我們。
有一位年老的弟兄如此形容自己：「年少之時，我日日向上帝禱告說：『主啊，給
我能力去改變這個世界』
。當他漸漸邁入中年之時，發現自己的人生已經走過一半，卻
未曾改變一個人，他修改自己的祈禱詞：
『主啊，賜我恩典去改變我所有接觸的人，就
算是只有家裡的人，或是我的朋友，我都心滿意足』
。現今他已經老，時日無多啦，他
發現自己過去是多麼愚蠢。現在的他只有一個禱告：
『主啊，賜我恩典改變我自己吧』」
。
老弟兄說：若是年少之時，我就學會懇求上帝改變自己，
「那我就不致於虛度此生了」。
各位，我們一定要學習敬畏上帝，不可以隨隨便便，要尋求上帝起初創造我們的目的，
懇求上帝改變自己，求主教導我們如何數算自己的日子，使我們得著智慧的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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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幫助我們的一生，遵照上帝的旨意與意念去行，忠實走在祂的道路上。當主再來
之時，才能歡歡喜喜進入主所預備的宴席，與祂同坐席。
詩篇 90 篇是一首很美的禱告詞，充滿人生無限的智慧。很多人都認為這是摩西在
晚年，快要走完曠野路程之時所寫。那時，以色列人已經過了四十年曠野漂流的日子，
扎營在約旦河的東邊，等候進入上帝所應允的迦南地。那時，摩西被上帝帶去尼波山，
上那毗斯迦山頂，上帝將迦南全地都指給他看。然而，摩西卻無法進入這個應允。那
時，當摩西回想起曠野漂流 40 年的生活，他所親愛的同胞一個一個離世而去，埋在曠
野，他深深感受到：「人生不過是短短的一個旅程」，甚麼人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呢？40
年一晃眼就過去，120 年也像是在作夢，馬上就會醒。弟兄姐妹，摩西對於自己一生
的旅程，以及生命的經歷，他最深切的學習就是：
『懇求上帝教導他如何屬算自己的日
子，使他得著智慧的心』
。相信這樣的體會與學習，真能幫助我們好好反省自己生命的
意義。用正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命。因為我們的生命是上帝所賞賜、所接納、是有
價值、要負責任的。而且，我們一定要明白，「我們的生命是短暫如夢、稍縱即逝」。
摩西感嘆說：誰人能掌握自己的生命呢？甚麼人能使自己的生命增加一刻呢？「因
為生命像花草一般，一轉眼就消失無蹤」
。沒錯，各位，這就是生命的本質，是生命的
現實，不管生命是長是短，每一個人都會成為過去。不管你是王親、貴族，或是平凡
的百姓，沒有一人能逃脫死亡的命運，每一個人的結局都是一樣。因為生命的本質就
是軟弱、是無奈，就是等待消逝。不管你多麼努力去掌握，用盡方法去延續，依然會
像小朋友用手掬水一樣，「沒多久就會流失殆盡」。對於這樣的生命本質，人還有甚麼
盼望嗎？不管我們如何努力，到頭來能擁有的又是甚麼呢？
親愛的弟兄姐妹，就是因為生命有一天一定會消逝，因此，我們更要好好把握，
讓這有限的生命發揮最大的功能，而且是照著上帝創造我們的意思去發揮。詩人向上
帝懇求說：
『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
「數算」的
意思就是在意、珍惜，是要徹底研究、明白生命的意義。各位，既然知道生命是有限
的，我們就要珍惜每一個日子，要學習如何數算自己的日子。
第一，要檢驗是什麼在支配你的人生？
學習數算日子的第一步，要先檢驗到底是什麼在影響我們的人生？人的一生會被
許多事務所影響，影響有好、有壞，但是，不管我們目前的生命狀況是如何，想要改
變『自己人生』的第一步，就是要檢驗；到底是什麼在影響自己的人生。可能有人會
問：我的年紀已經這麼大了，這個問題是年輕人應該去思考的，應該與我沒甚麼關係
吧？這是不對的，各位，不管我們的年紀是大、是小，都應該思考這個問題，來改變
自己的生命。通常有幾種力量在影響我們的人生：
一、被別人所支配的人生
我們常常看到，有許多人用盡心力拼命為了要活下來，但是，也有人不懂珍惜自
己的生命。其實，每一個人都在尋找自己人生存在的價值。但很可惜，有些人的自我
的價值是建立在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上，也就是說，我們是從別人眼中看自己存在的意
義，會因為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來決定傷心或是快樂。有的人是活在父母、配偶、兒女、
老師、朋友的期待之下。說實在，活在別人的期待當中，用別人來決定自己的價值是
很痛苦的。「有很多人為了取悅別人，反而忘了自己是誰。更忘記了自己是上帝的兒
女」
。各位，人生存的價值真的是由別人或是自己來決定的嗎？若從信仰來看，其實人
的價值不是由別人或是自己來決定的，因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上帝的智慧是高過一
切。因此，上帝對於我們的看法，一定比別人，甚至自己的看法更正確！我們應該要
重視上帝的看法，高過於重視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我們若是明白上帝對自己的看法，
就能明白自己真正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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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物質所支配的人生
但是，很可惜，許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結果讓人失去應該有的價值。詩篇 8：
6-8 說：「祢讓他管理所有被造物，把一切都放在他腳下：牛、羊、荒野的走獸，空中
的飛鳥，江河的魚類，海洋的生物，都歸他管轄」
。這節經文中指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人的地位是在「上帝」之下，在「物」之上。但是，現在很多人將這個關係放
錯了，有很多人將「物」放在人的上面，人變為物質的奴僕，為了追求世界上的東西，
甚至可以失去自己。人一直想要在生命中累積許多世界上東西，可能在他們的觀點裡，
有這些東西就會得到安全感，生活也會快樂，同時也會顯出自己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人也常將上帝當成次要的，而忽略了上帝的地位。這種心態不但得罪
上帝，也會使我們陷入困境當中！因著這種錯亂的景況，人失去應該有的價值！人成
為物質的奴僕。人忘了自己的地位，忘了自己應該要扮演的角色。人忘了：在上帝的
眼中，人有特殊的地位！各位，上帝真的很看重人，祂給人一個重要的任務，叫人管
理天上、地下、海中一切的東西。讓人可以使用上帝所賜的智慧，適當的管理並且運
用萬物，也服務其他的人，來榮耀上帝。上帝揀選人成為世界這個大公司的經營者，
經營者若是好好管理這間公司，那全公司的人都會得到利益。
三、被罪惡所支配的人生
有些人的一生被邪惡的事所控制；如此的人生會被綑綁、被束縛，得不到自由。
1.被愧疚所支配：
有一些人，一輩子處在後悔的狀態中、並且隱藏他的罪惡感。這些人被過去的回
憶所控制，生命一直活在痛苦的回憶當中，得不到釋放，真的很可憐。我們可以想想
看，如果摩西的一生都在後悔，後悔他一時衝動殺死那位埃及人，那麼，以色列人就
會失去一位帶領他們出埃及的領袖；若是保羅一直後悔、怨恨自己作錯事，迫害上帝
的教會，那麼，那些外邦的教會就很難被建立起來。因此，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可能會
犯錯，但是，千萬不要被過去的錯誤所控制，因而毀掉整個人生。
2.被怨恨所支配：
還有一些人，一直活在被傷害的處境當中，不願意赦免。他們不願意經由饒恕來
解除痛苦。反而讓忿恨掌握自己的生命。「這些人讓怨恨苦毒自己的生命」。各位，別
人對自己的傷害是一時，但是怨恨卻會傷害我們的一生。牧師在此提醒大家，無論你
的生命是被別人、被物質、或是被罪惡當中任何一項所影響、所控制，這一切都不是
上帝所喜歡的阿。上帝不要我們的生命被這些不好的事所限制。要突破這些困擾，最
重要的就是要尋求正確的引導與影響的力量，如此的生命才會有意義，才是真正的智
慧。弟兄姐妹，上帝確實是正確主導的力量。因為在祂的眼中，我們都是祂的寶貝，
都是被接納、有價值的生命。就像詩篇 8：4-5 所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
算甚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因此，讓這
位愛我們的上帝來掌握、主導我們的人生，一定是最美好的。
那麼，要如何讓上帝掌管你的人生呢？這是學習數算自己日子的第二步：要明白
上帝創造我們的目的要知道如何讓上帝掌管、主導我們的人生，就要明白上帝創造我
們的目的。因為上帝從創世以先，就認識、揀選了我們。雅各書 1：18 說：
『他按照自
己的旨意，藉著真理的話創造了我們，使我們在他所造的萬物中居首位』
。各位，既然
上帝對我們的生命有重要的旨意，那就要先明白上帝創造我們的目的，生命才會有清
楚的方向。聖經告訴我們：祂造我們，是為了要與我們有美好的關係，使我們能享受
祂的愛、恩典與祝福，無論是現在，或是主耶穌再來之後，祂確實愛我們，也對我們
的生命有美好的期待。上帝對我們的期待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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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祂期待我們像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聖經一開始，創世記第一章就記載了上帝照祂的形像造人。我們都是照著上帝的
形像所造的。因此，我們都要像天上的父。但是，人因為罪，失落了上帝的形像，所
以，上帝差遣祂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幫助我們明白上帝的形像是甚麼。而且，聖經
清楚告訴我們，我們受造的目的就是為要成為基督的樣式。就像羅馬書 8：29 所說：
『因
為上帝預知他們，把他們預先揀選出來，使他們跟他的兒子有相同的特質，好讓他的
兒子在信徒大家庭中居首位』
。因此，從一開始，上帝就預定我們要在性情上、品格上，
像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一樣，這是我們人生非常重要的目的---「成為基督的樣式」
。經由
學習耶穌，使我們恢復起初上帝所創造人的形像。
第二、祂期待我們完成祂為我們所設定的目的
以弗所書 2：10 說：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各位，上帝對你、對我的人生，都有計畫；這個計畫，就
是我們人生的使命。上帝期待我們用一生的年日，來成就祂永遠的旨意。因此我們當
中沒有一個人是隨隨便便被創造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上帝的計劃與旨意，所以千
萬不要讓上帝失望啊。
第三、期待我們能榮神益人
以賽亞書 43：7 如此說：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
我所作成，所造作的」
。各位，上帝為了祂的榮耀創造了我們，但是上帝並不是自私，
其實大家都知道，祂本身就配得榮耀。因為當祂得到榮耀之時，人才會看見祂的寶貴，
才會因為寶貴祂而得著無窮的幸福。還會因為甘心樂意順服祂，不單單使自己得到福
氣，也使得每一個接觸我們的人也得到福氣！這不但提升了我們的價值，也大大榮耀
祂的名。
最後，學習數算自己日子的第三步是：「要更新自己生命的態度」
數算日子的第三步，在於我們應該為了生命的有限，來更新自己生命的態度。也
就是說，我們應該活出積極的生活態度。首先，我們要為了永生作準備。如果要出國
遊玩，相信大家都會充分準備，先知道要去的那個國家的環境、天氣…等等，最好是
學幾句當地的話，如此的旅程就會很快樂。同樣，我們將來要去天國，豈不是現在就
要充分預備嗎。再來，我們要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生命最好的方式，就是將每
一天都當成是生命的最後一天來活。有一間修道院，院長規定每個人見面互相請安之
時要說：「要知道你會死」。大家用這句話來彼此提醒，要把握自己的生命，千萬不可
浪費。
但願我們每一天都要記得，確實用謙卑、不隨便的態度來面對上帝，用積極的服
事來回應上帝的愛，時時傳揚上帝國救贖的福音給世人知道。可能我們沒有特別的恩
賜，也沒有很出色的才能；但是若願意盡自己所能去服事上帝服事人，相信一定會結
出幾十倍、幾百倍的果子。如此，不管生命是長、是短，相信都能在上帝的祝福與帶
領之下，在每一天的日子，活出祂為我們所預備，豐盛又美好的生命，這就是榮耀上
帝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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