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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都知道「同⼼合意」很重要，我從聖經裡⾯再⼀次與⼤家分享。 

記得在 921 ⼤地震的時候，我們教會，特別分派⼀些⼈輪流在災區做聚會、詩歌分

享，甚⾄安排⼀些⼈做⾒證。 

那時看到很多同樣受災的同胞，⼀起在那個地⽅⽣活，不管是救援的⼯作也好、或

者是災⺠也好，⼤家都很「同⼼」，這些⼯作⼤家都⼀起完成，所以台灣災後的重

建⼯作，都能夠在短暫時間完成。所以「同⼼合意」去完成⼀件事很好。 

 

在⼀個團隊裡，每個⼈若具備這種認知，在很多事情上就很容易有果效。 

如果不同⼼，這個這樣講、那個那樣做，就找不到共同努⼒的焦點， 

因為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這樣的團體，就很難有所發展、進步。 

所以⼀個⼈要努⼒、還容易；但是要團隊⼀起努⼒達成⽬標、就很不容易了。 

在神的國、神的教會裡⾯，更是如此！ 

因為我們的⾁眼，看不⾒的敵⼈魔⻤，處處破壞我們的同⼼，我們不得不留意。 

 

談到「腓⽴⽐書」時，我們就會想到，那是⼀卷「喜樂的書信」， 

我們常說那是⼀卷「得勝⽣活的書信」。 

腓⽴⽐教會，是保羅在歐洲建⽴的第⼀間教會，他在各⽅⾯都給保羅很⼤的⽀柱，

就算保羅到很遠的地⽅傳福⾳，他們還是派⼈給保羅經費，讓他可以繼續傳福⾳，

因此，這⼀間教會可以成為眾教會的模範。當我們在讀「腓⽴⽐書」的時候，發現

了為什麼保羅要寫這封書信？因為有⼈告訴保羅，腓利⽐教會的情況，所以保羅就

在監牢裡，特別寫了這封書信來勸勉腓⽴⽐教會。保羅到底是提出什麼問題呢？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

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一 3－5) 

 

保羅他在禱告裡，想到腓利⽐教會的時候、總是歡喜快樂，為什麼？ 

因為從你們信主的那⼀天起，你們就是同⼼合意來做主的⼯。 

他在信中，⼀開始就提到這⼀點。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

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

可以滿足。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

己強。(腓二 1－3) 



保羅進⼀步⼜說：在神的教會裡⾯，有什麼樣的愛⼼、勸勉，都要有⼀樣的⼼， 

尤其是⼤家要意念相同、愛⼼也要相同，要有⼀樣的⼼思意念，我的喜樂就滿⾜了。

為什麼他特別提出，要有⼀樣的⼼思意念？ 

保羅說：不要紛爭結黨、不要貪愛虛榮、我們要做完全⼈。 

你在什麼樣的事上，存了別樣的⼼，這就不好了，因為在神⾯前就不對了。 

如果你的⽤⼼是好的，那神就會在中間。 

所以，我們要做完全⼈，要有⼀顆完全的⼼，保羅強調了「⼼」的問題。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腓四 2) 

 

友阿爹和循都基都是姊妹，她們兩⼈都⾮常熱⼼，但是卻不合。 

他們都有恩賜，兩個最熱⼼的⼈，在⼀起卻⾮常不合？ 

他們兩位姊妹，可以把教會弄成⼤問題，所以保羅從第⼀章開始就寫出要同⼼， 

然後保羅才把問題指出來。因此，我們看出保羅在寫勸勉書信時，⾮常⽤⼼，他特

別提醒這兩個熱⼼的姊妹：妳們要在主裡⾯同⼼。 

 

若我們留意：這兩個⼈為什麼發脾氣？他們因為在談事情⽽發脾氣。 

你會看到這個⼈，⼀直堅持他的想法，他站在他的⽴場，⼀直講他的話； 

⽽那個⼈，也堅持他的⽴場，他站在他的想法講他的話，所以他們得不到交集。 

其實兩⼈都很熱⼼，兩個⼈都說：「我愛主，我犧牲也很多。」 

結果卻會造成教會的混亂，這就有問題了。他們都沒有辦法，在主裡同⼼。 

但我們看主耶穌、祂的付出可是無怨無悔。主被釘在⼗字架，祂沒有犯罪，卻默默

的承受，擔當我們的軟弱、罪孽、疾病。當我們在「爭」的時候，我們是怎麼想的？ 

 

有⼈認為：如果我這樣做、這樣說、沒有通過，就很沒有⾯⼦，因此他就「爭」。 

如果真的出於神的好意，現在沒有「通過」，你就等嘛！因為神有神的時候。 

若有⼀天神感動他，他的觀念也會跟你⼀樣，就「通」了，不⼀定要現在。 

如果你堅持，你就很難在主裡「同⼼」。 

許多事情都要靜下來想，這是不是屬你個⼈的熱⼼， 

你個⼈的熱⼼，不代表就是神的⽤⼼，因此做聖⼯的⼈，要⾮常、⾮常留意， 

魔⻤會利⽤軟弱的⼈，牠也會利⽤那個熱⼼做⼯的⼈； 

因為你情緒不穩、脾氣⼀放進去，牠就利⽤你了。 

我們也發現過很有恩賜、會醫病趕⻤的、會講道的⼈，後來出了問題。 

⼀不⼩⼼，魔⻤就利⽤了這些⼈，所以我們在主裡，真的要⾮常、⾮常⼩⼼。 

有時候，我們⾃⼰不覺得，若是旁邊的⼈提醒我們，我們要感謝他們。 

猶⼤起初也很熱⼼，但他跟隨主的時候，就沒有⽤⼼來跟主， 



他把外⾯的思想、個⼈的作為帶⼊，後來失去使徒的職分，⾮常可惜！ 

我們不得不提醒⾃⼰，屬靈的世界很⼤、聖經的世界也很⼤， 

若不留意，你⾃滿、⾃⾜以為什麼都會，就⾮常危險了。 

所以「同⼼」⾮常重要，因此保羅勸她們說：「在主裡同⼼」。 

 

在主裡面同心的人，名字會被記在生命冊上。(腓四 3節最後一句) 

 

這⽣命冊，可不是⼀般的點名簿！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

上的纔得進去。(啟廿一章 27) 

 

這裡的⽣命冊，就是得勝的羔⽺耶穌基督的⽣命冊。 

我們若在主裡「同⼼」，名字就被記在耶穌基督的⽣命冊上，也就是會得救。 

所以要服事主的⼈，在神的教會裡，⼀定要懂得怎麼樣「同⼼合意」。 

為什麼在神的家中，要「同⼼合意」呢？ 

我們要了解這⼀點，才能夠放下身段、謙卑服事。 

因為，我們放不下身段、就不易謙卑服事，你就很難在神的教會裡同⼼合意； 

因為，你把你想、你認為的事，超越了其他⼈的想法，難道神只有感動你，不感動

別⼈嗎？這時，你就少跟別⼈有更多的衝突，跪下來跟主耶穌多說話吧！ 

若你得到耶穌的感動，祂也會感動別⼈，其實，這就是做聖⼯的⼀種學習。 

 

有些⼈被⼈誤會了，⼀直想辦法去說明、去爭辯。若你是為主耶穌⽽做，你就不在

乎這些暫時的誤會，因為你會懂得交託神；因為神都知道，因為這是神在看的，有

⼀天別⼈了會了解。要做到這樣很不容易，這要有⼀點時間、⼀點忍耐啊！ 

若你⽤⾃⼰的⽅式來辯駁，神就不幫你，我看到神的僕⼈、這⼀點都做得很好。 

 

為什麼要在主裡⾯同⼼呢？ 

⼀、我們都是神所耕種的⽥地。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因為我們

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林前三 8－9)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說：「我，保羅算什麼？亞波羅算什麼？彼得算什麼？栽種的、

澆灌的，就是我們⼤家領受的恩賜啊！但是只有神能叫它⽣⻑。」 

為什麼？因為我們是「與神同⼯」的，主耶穌不願意，你再怎麼做，也是沒有⽤。 

主若願意，我們所做的每⼀個部分，主耶穌都記得，因為祂跟我們同⼯。 



保羅說：「因為我們是神所耕種的⽥地」，所以我們要與神同⼯。 

因此，我們就要在我們最健康、最有能⼒、有智慧的時候，來服事主。 

為什麼，你服事主的時間很少呢？ 

難道你要等到主「不能⽤你的時候」，才想到要給主⽤嗎？ 

 

最近跟⼀些⻑執、年紀⼤的⻑輩⼀起做訪問，我很佩服他們； 

他們 60、70 多歲了，精神還很好，這實在是我們做晚輩的，應該要學習的。 

這些⻑輩話不多，但很實際、也很有⾏動⼒，如果⼤家⼀起⽤⼼，兩個⼈有兩個⼈

的⼒量，⼗個⼈有⼗個⼈的⼒量，⼀百個同⼼、有⼀百個⼈的⼒量。 

我們在神的家需要這樣，為什麼？因為我們是神所耕種的⽥地，若神不要在我們這

塊⽥地做事，你能做什麼呢？ 

 

⼆、我們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我們的信仰、我們的靈命，就像⼀個磚頭、不斷疊、疊、疊，疊成像神的家。 

成為神的家，我們就更有⼒量，因為神就住在這個家裡。 

在屬靈的⼯程上，我們也是這樣⼀步⼀步疊起來的。 

教會就是神的家，是⼀代接著⼀代的發展下來，如果下⼀代⽐上⼀代更努⼒，教會

就發展了；若下⼀代⽐上⼀代更不關⼼教會，就沒辦法發展、建造好神的房屋。 

 

三、為什麼要與神同⼯？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

行的。(弗二 10) 

 

我們每個⼈都是神的⼯作，如果你同⼼參與神、教會的⼯，你就會多撥⼀些時間放

在神的家，因此，我們都是神的⼯作。若你把⼼都放在世界，教會裡很少看到你，

你⼜沒有參與聖⼯，在神⾯前沒有具體的⾏動，那怎麼看出你的同⼼？ 

神稱讚雅各、說他是神⼿中的⼀個⼯作，神要怎麼捏他呢？神就安排他的路。 

今天神把你捏成這樣的⼈，然後做這樣的事，你才有今天的成就， 

那你就不要忘了，你⾃出⽣⾄今，都是神的⼯作，神要⽤你⽤在哪裡？ 

那就會決定你的同⼼在那裡。 

我們有很多思想，⼀定要回歸聖經，⽽不是⼀直強調個⼈，這⼀點要特別留意。 

 

以上這三點，是我們要在主裡⾯與神同⼯以外，要有同⼼合意的表現， 

這是很重要的認知、以及做聖⼯的出發點。我們每個⼈，都有⾃⼰的⾒證、恩典體

驗，我們常常說：「我們愛主！」每⼀個⼈都做得到，也奉獻⼗分之⼀、也被安排

聖⼯，但是，沒有被安排到的⼈，怎麼會不⾒呢？是因為沒有被安排、就不來了嗎？ 



「希伯來書」說：「不可停⽌聚會」。 

「希伯來書」的背景，就是當時的信徒受迫害，但是帶領者都說：不要停⽌聚會。 

我們現在沒有受到迫害，反⽽不來聚會；我們在家看電視、喝茶、倒在床上睡覺， 

因為沒有受迫害，就不來聚會了。當時的⼈受迫害，還被勸勉要來，不可以停⽌聚

會。想想看，當時的⼈為什麼可以突破困難？現在的⼈，困難在哪裡？ 

神在天上看得⾮常、⾮常清楚！如果我們能夠這樣想，那你就做到了。 

 

我們「愛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愛⼈」就有問題了。 

有的⼈看到有錢、有勢的⼈，會⾮常客氣：「哈利路亞！」、「你好！」 

看到那個⾟苦⼀點的，連看也不看，哪裡會叫他：「請坐！」 

教會裡也會發⽣這種問題，看⾼不看低，這樣不太好，因為「愛神」我們會；但是

「愛⼈」就有困難。「跟神同⼯」、我們會；但是「跟⼈同⼯」就再看看啦！ 

你⼀不注意，你就會落⼊這種陷阱。 

 

神想要⾏出祂的作為，不⼀定透過有錢、有勢的⼈；有時候，神也會透過那個有⼼

的貧窮⼈。路加福⾳強調了⼀件事，經⽂也⼀直在重覆著： 

「貧窮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什麼樣的⼈，更容易接受主的福⾳？ 

⼼靈貧窮的、⽣活貧窮的、就是謙卑的，或是遇到困難、需要幫助的， 

所以貧窮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難道主耶穌會亂講話嗎？ 

 

因此，當我們「與神同⼯」的時候，我們要更進⼀步做到要「與⼈同⼯」。 

當我們強調：「我愛主，我與神同⼯」時，你要看看你的周圍，你有跟⼈同⼯嗎？ 

神的教會，是⼤家⼀起感動、⼀起來服事，教會才能前進。我們要跟⼈同⼼合意，

才能看到神的作為。 

 

我們要怎麼樣「同⼼合意」呢？我提出幾點： 

第⼀點：要在真理上同⼼合意？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

的身量。(弗四 13) 

 

教會要健康發展的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在真理上⾯「同⼼合意」。 

不管怎樣傳道理、有⾒證，我們都要回歸到，聖經神的話語上⾯， 

所以要在真理上⾯同⼼合意，因為我們聚會就是要聽真理。 

主耶穌⼀再地，把祂的道理講清楚，我們也要這樣做， 

讓⼤家在神的真理上，同歸於⼀、同⼼合意。 

 



第⼆點：要在恩賜上同⼼合意。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林前十二 12) 

 

身體只有⼀個，但我們有很多的肢體器官，那麼多的肢體器官、就組成了⼀個身體。 

哥林多前書 12 章到 14 章裡，都是講神的教會、屬靈的恩賜。 

那恩賜，每個⼈的領受不同，有的做頭、有的做嘴巴、有的做眼睛、有的做⼿、有

的做腳，但是這要結合成⼀個神的教會、神的身體。 

⼤家把領受的恩賜，⼤⼤⼩⼩結合起來，建⽴神的教會，所以我們要「在恩賜上同

⼼合意」，不能⽐來⽐去，「我會講道，你怎麼不會呢？」我們不能這樣⽐，⼤家要

互相搭配。 

 

第三點：要在聖⼯上同⼼合意。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ㄧ 5) 

 

我們⼀定要在聖⼯上⾯同⼼合意，為什麼？ 

因為，神會記念、神會祝福、神會幫補，我們的恩賜就越來越充分，所以要在聖⼯

上⾯同⼼合意。 

 

第四點：要在禱告上同⼼合意？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為他們成全。(太十八 19) 

 

要在「禱告」上⾯同⼼合意，這就是不可以少的⼒量。 

嘉義教會早上，都有兩場的禱告會，六點多的都是年⻑的⽐較多，再來⼋點那⼀場

就是中堅份⼦。其實禱告不在乎年齡⼤⼩，那是⼀種⽤⼼。 

當你要去玩的時候，你可以很早起來去玩，為何禱告就沒辦法呢？ 

禱告是⼀天最好的開始，來教會禱告，那種感受⼜不同，那是⼀份⽤⼼。 

同⼼合意在禱告上⾯出發、是最好的⾒證。 

使徒⾏傳⼜稱做聖靈⾏傳，因為都是從禱告、聖靈⽣發⽣的⾒證， 

在使徒⾏傳第⼀章主耶穌就說：你們要禱告。 

第⼆章：他們就得聖靈、開始做⾒證，受洗三千個⼈。 

現今的時代，教會的狀況，很難有像使徒時代的那種禱告熱誠， 

其實教會正需要這樣，在禱告上熱⼼，在禱告的事上同⼼合意。 

 

 



傳道⼈，被差派到哪裡都要順服、沒得選擇，因為被獻在祭壇上、已經被燒了，哪

裡可以再拿下來呢？⼤部分的傳道被差派到哪裡、就順服去哪裡了，因為⼀定有神

的意思、還有功課要學習，⼤部分傳道都很順服受差遣。 

 

有⼀位傳道被派到⼀個地⽅，那個地⽅有三間教會、兩個祈禱所； 

兩間教會在都市、⼀個祈禱所也在都市，所以另外的就在旁邊的⼭上。 

⼭上有⼀間祈禱所，在三⼗年前，教會就改成祈禱所，因為教會沒有發展， 

所以變成這樣，後來，聚會的⼈只有幾隻貓⽽已。 

有⼀天，那位傳道就去那邊報到，去找⼀個⽼負責⼈，到他家裡找他，他已六⼗多

歲、正準備晚餐。 

有⼀個⽼姊妹也在旁邊等，他們三個⼈⼀起⽤晚餐。 

這個傳道說：「晚上我們幾點去聚會啊？」 

這兩位⽼⼈家互相看⼀看、就笑⼀笑說：「傳道，我們不知道有多少年沒有聚會了。」

「哦！這樣啊？好啦！沒有關係，吃完飯再過去教會看。」 

 

他們在經過那部落的中間時，看到有兩個⻘年拿⼑在互相砍。 

「打架！」這兩個⽼⼈⽤⺟語在講話，⽽那個傳道是其他族，不過他聽得懂。 

⽼弟兄說：「啊！相當丟臉！我們的兩個孩⼦在拿⼑打架，⼜喝酒、拿⼑打架！」

這個傳道假裝聽不懂，然後就跟他們說：「⾛！我們去教會。」 

到教會⾨⼝，⼀看！真的很想哭，⼤⾨不像⼤⾨，教會的玻璃破得爛爛的，教會後

⾯的⼩的傳道房裡垃圾⼀堆，床上還有⼀個酒⻤在睡覺。 

「喂！喂！起來！」傳道房變成酒⻤房啦！ 

到了會堂，會堂很髒，屋頂破破爛爛，所以下⾬時⾬⽔也會進來。 

這個傳道就跟那兩個⽼⼈家講：「禱告啦！今天不領會了，來禱告吧！」 

傳道哭了！那兩位⽼⼈家也哭了！有多久沒有在教會禱告了。 

 

教會的禱告聲⾳越少，越難發展，使徒時代的教會可以發展、就是禱告聲⾳很多。 

教會裡只有批評、謾罵、講來講去，這是沒有⽤的！多⼀點禱告主的聲⾳吧！ 

他們禱告了差不多⼆⼗分鐘，奇怪？聲⾳變很多呢？ 

那⼀次禱告共四⼗分鐘，變成了多少⼈禱告？ 

從三個⼈變成⼗⼆個⼈在禱告，多出來九個⼈，所以那位傳道越禱告、越⾼興哪，

這麼久沒有聚會的教會，多出來了九個⼈⼀起禱告，感謝主！ 

這兩個⽼信徒也很感動，那些⼈怎麼來的？ 

有的在上班開⾞、放很⼤聲的⾳樂，下班回來，神開他的⽿朵、聽到會堂有禱告聲，

其實他開的⾞距離教堂還有五、六公⾥遠； 

有的⼈在家裡炒菜，神開她的⽿朵、他家離教堂有⼆公⾥，卻聽到會堂有禱告聲；



有的⼈在洗澡，⽔聲那麼⼤，神也開他的⽿朵，他聽到教堂的禱告聲。 

這些⼈在聽到以後，⼀⾯洗⼀⾯掉眼淚；⼀⾯開⾞，⼀⾯掉眼淚！ 

教堂有禱告的聲⾳啊！ 

有的⼈正跟朋友在喝茶，⽿朵聽到禱告的聲⾳，喝茶的⼈就掉眼淚，跟朋友說： 

「啊、對不起！對不起！我有事，我要先⾛了！」就這樣跑來教堂禱告。 

感謝主！那九個⼈是這樣來的，他們距離會堂好遠啊！ 

 

三個⼈在教堂禱告，⼀個是年輕的傳道，兩個是六⼗幾歲的⽼⼈家，禱告到神在中

間，太好啦！真的感謝主！那時傳道說：他要住在會堂，他們怎麼說？ 

「垃圾很多，那個床舖很爛了！」 

於是，他們整理，傳道就睡那邊了，有兩次半夜下⾬，那傳道怎麼睡啊？ 

床鋪很⼩，⼀個⽊板床，他抱著棉被縮到⼀個牆⻆、就蹲在那邊睡。 

這樣的情形有兩次。 

還有兩次，那位傳道睡起來的時候，旁邊全部都是螞蟻， 

只有他睡的地⽅出現了⼈的形狀，沒有⼀隻螞蟻跑到傳道的⽿朵。 

傳道起來還不敢破壞那個形狀，傳道晚上也睡得很安靜，沒有亂動！ 

那是神在保守，所以那位傳道起來，轉過身看到這情形，還在笑。 

 

⼭上的早禱會是五點，早禱會完，那個⽼負責⼈來看說： 

「哎喲！傳道：都是螞蟻耶！」感謝主！慢慢的、軟弱的信徒回來了。 

有⼀天，這位傳道就說：「我們來辦⼀場詩歌佈道會。 

傳道證道⼆⼗分鐘就好，前後是詩班獻唱，然後留下⼀點時間做禱告。 

這樣全部⼀個⼩時就可以結束，那詩班哪裡來啊？ 

回來的信徒不過⼗幾個⼈，將近⼆⼗個，於是就請鄰近教會的詩班來幫忙。 

結果那⼀天慕道者，有多少⼈參加？ 

成⼈差不多有五⼗個左右！教會兩個詩班前後獻詩，參加的⼈有 170、180 個⼈！ 

 

教堂不⼤，傳道講了幾分鐘的勉勵禱告，因為那邊附近沒有執事，所以那位傳道在

台上禱告的時候、向主耶穌撒嬌說：「主啊！祢要我們傳福⾳，已經傳了！現在慕

道者這麼多，要怎麼按⼿？」台前全部被慕道者跪得滿滿，你怎麼下去啊？都不能

⾛。「主啊！祢知道的，我們只能做到這樣啊！把他們引導到教會來了，剩下的、

看祢要怎麼做？主啊！祢是全能的主，有祢的旨意在裡⾯。」 

我們都不敢設想，會有什麼結果？你再怎麼聰明，你也不能預計有幾個得聖靈？ 

幾個受洗？如果你可以這樣⼦預計，那你就是神嘛！ 

這是神的⼯作嘛！我們是盡本分、將⼈帶到教會。 

 



這⼗幾個⼈分成五組，在舉開詩歌佈道會以前，他們在部落，有的跑到對⾯的⼭，

有的跑到⼭下的⼩都市，叫那些慕道者上來參加，他們不太會講話，但卻能帶五、

六⼗個慕道者來，感謝主！ 

這就是同⼼合意，沒有⼀個做⼤，⼤家在神的⾯前都⼀樣，神就喜歡這樣。 

 

感謝主！禱告才⼗分鐘，有幾個得聖靈了，那位傳道好⾼興！ 

他起來準備要下來按⼿，⼀看已經有⼆⼗幾個得聖靈了，他就這樣⼦算，因為太清

楚！得聖靈、太清楚啦！ 

算⼀算有⼆⼗幾個！裡⾯有客家⼈，也有平地⼈，也有其他的原住⺠族。 

有⼆⼗幾個得聖靈，這個傳道好⾼興。「哎呀！主耶穌太可愛啦！」 

他下來勉強按⼿⼀次，因為會撞到⼈，沒地⽅站，按⼀次表示盡本分。 

按完都沒有增加⼀個，就是原來主耶穌已經按好了⼆⼗幾個⼈。 

為何這樣說？ 

原來有⼀個跆拳道的國⼿在其中，他也得聖靈了，他看到了異象。 

他說：「會堂的屋頂不⾒了，有⼀個很⼤、穿潔⽩⾐服的⼈站在講台，只有看到下

半身，但是看到他的⼀雙⼿、就按⼿在那些慕道者的頭上。」 

所以我們才知道，是主耶穌先按⼿了。 

還有⼀個客家⼈也看⾒異象，他看到講台不⾒，他看⾒啟示錄第四章那個寶座的玻

璃海，完全⼀樣的，玻璃海不是玻璃，那個都是⿈⾦、珠寶，⾮常漂亮的寶物。 

有的慕道者看到耶穌被釘在⼗字架，流⾎、⼀直流到整個會堂滿滿的， 

有很多異象、⾒證，這個傳道好⾼興，⼗分鐘，⼀個⼈按⼿來不及，主耶穌全部按

了，⼆⼗幾個得聖靈，太⾼興了！如果教會多這些⾒證，你說不發展嗎？ 

 

隔了半年，受洗很多⼈，⺠意代表的全家⼈也來受洗，地⽅⼈⼠也來受洗了。 

很多不同的⺠族來受洗，這都是主的⼯。 

 

教會的頭，要做到什麼？就是要同⼼合意。 

不要說：「你們都要跟我同⼼。」請問你算什麼！ 

因此，我們要回到聖經裡的同⼼合意，要在聖⼯上同⼼合意，要在恩賜上同⼼合意， 

沒有任何⼈可以管轄、限制別⼈的恩賜。 

更重要的，要在禱告上⾯、被聖靈充滿、要同⼼合意，教會才會發展才不會⽼化。

教會⽼化，是⼈的意思太多，⼀個榮耀神的教會，會有越來越多榮耀神的⾒證， 

看起來同⼼合意很簡單，但是裡頭卻有很好的神的作為。求主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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