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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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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譯本：
我們原是神所作成的，是在基督耶穌

 裏創造的，為的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
 事，就是神預先所安排的。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裡造成的。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裡造成的。



(1)我們都是祂手中的工作、器皿(1)我們都是祂手中的工作、器皿

WE ARE THE
 

WORK OF HIS HAND.WE ARE THE
 

WORK OF HIS HAND.

以賽亞書64:8
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泥、你是窰匠．我們都是你
 手的工作。

 

以賽亞書64:8
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泥、你是窰匠．我們都是你
 手的工作。



神透過我們身邊的人、物、或是環境來塑
 造我們，操練我們。甚至用我們不喜歡的
 人或惡劣的環境或試煉來磨練我們成為祂
 合用的器皿來成全祂的美意。

 

神透過我們身邊的人、物、或是環境來塑
 造我們，操練我們。甚至用我們不喜歡的
 人或惡劣的環境或試煉來磨練我們成為祂
 合用的器皿來成全祂的美意。



(2)傑作
 

–

我們都不完全但都是照神
 形像造成並有不同的創

 作、恩賜及性情，是在基
 督裡以祂的血、身體及生
 命造成的傑作。

 

(2)傑作
 

–

我們都不完全但都是照神
 形像造成並有不同的創

 作、恩賜及性情，是在基
 督裡以祂的血、身體及生
 命造成的傑作。

FOR WE ARE GOD’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FOR WE ARE GOD’S WORKMANSHIP, 
CREATED IN CHRIST.



DavidDavid

Michelangelo Michelangelo 



哥林多後書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在基督裏造成的傑作：在基督裏造成的傑作：

被神塑造成合用的器皿並在基督裏造
 成的傑作，才可以

 
『榮耀神』。

 

被神塑造成合用的器皿並在基督裏造
 成的傑作，才可以

 
『榮耀神』。



神要我們如何彰顯『祂的傑作』來
 榮耀祂？

 

神要我們如何彰顯『祂的傑作』來
 榮耀祂？

a)生命的見證

約翰福音15:26-27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

 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
 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
 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a)生命的見證

約翰福音15:26-27
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

 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為
 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
 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b)成為主的殿

以弗所書2:20-22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或

 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b)成為主的殿

以弗所書2:20-22
…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或

 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c)有基督的香氣

哥林多後書2:14-15
感謝

 
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

 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
 基督而有的香氣。因為我們在

 
神面

 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
 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c)有基督的香氣

哥林多後書2:14-15
感謝

 
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

 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
 基督而有的香氣。因為我們在

 
神面

 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
 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



Michael Chang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預備叫我們行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預備叫我們行的。

TO DO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US 
TO DO.

 

TO DO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IN ADVANCE FOR US 
TO DO.



3)因為神恩才得救，所以行善是無可自誇。3)因為神恩才得救，所以行善是無可自誇。

2)以弗所書2:8-9：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所

 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4)因為得救才行善，不是因為行善而得救。4)因為得救才行善，不是因為行善而得救。

1)行神預備我們行而且是神眼中看為美的
善事，並不是只是一味對人好，討人喜
歡的善事。

1)行神預備我們行而且是神眼中看為美的
善事，並不是只是一味對人好，討人喜
歡的善事。



我們如何行
神預備我們行的善事呢？

我們如何行
神預備我們行的善事呢？



(A) 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WORK)



馬太福音25:35-36, 40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

 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
 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作
 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
 我身上了。



♥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箴言19:17: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
 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人有時不相信我們所講、所傳的，但是他
會因我們所做的而感動相信。
♥人有時不相信我們所講、所傳的，但是他
會因我們所做的而感動相信。

路加福音6:38: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
 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下流

 的、倒在你們懷裡．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But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People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But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Franklin Graham, 
president of Samaritan’s Purse

to Lead Festival of Hope in Haiti. 



Samaritan’s Purse is a 
non-profit, Christian 
organization which 
provides church 
support, emergency 
relief,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sufferi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demonstrating 
God’s love and sharing 
the Good News of 
Jesus Christ.



豐盛的生命並不在於坐擁豐盛，而在於可
 以成為祝福別人的導管。空出單手，才能
 與人握手，張開雙手，才能擁抱別人。

 

豐盛的生命並不在於坐擁豐盛，而在於可
 以成為祝福別人的導管。空出單手，才能
 與人握手，張開雙手，才能擁抱別人。



如果我們是富足而所需都
 

夠，生活安逸，但是未曾
 

分享我們物質的富足成為
 

別人祝福的管道，那我們
 

還是一個貧窮的富足人，
 

窮得只有剩下錢。

需 要
 NEED

 

需 要
 NEED

與與 想 要
 WANT

 

想 要
 WANT



(B) 傳福音給未信的人(WORD)  –
償還債務，無可誇，不求人謝。



羅馬書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

 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利尼人。

哥林多前書9:22-23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

 弱的人．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
 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凡我所行

 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
 福音的好處。



如果我們從神得到的愛與屬靈的豐
 

盛，成為使他人生命改變而信主的管
 

道，那才是真正豐盛的生命。

要榮神就要益人

因益人才可榮神

要榮神就要益人

因益人才可榮神



Dr David Landsborough III
蘭大衛醫師 與妻蘭連瑪玉

1870年出生於英國蘇格蘭，1895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
 醫學院，之後在台展開長達40年的醫療傳道工作。

 1928年，一名13歲幼童周金耀腿部潰瘍，無法長皮，
 蘭大衛將妻子連瑪玉四塊腿皮移植予周金耀，後雖因

 排斥而手術失敗，在悉心照顧下仍逐漸痊癒，此一事
 蹟後來傳為「切膚之愛」的美名，周金耀後來不僅成
 為牧師，而且成為長老教會總會議長。1936年，蘭大
 衛退休返回英國，1957年因車禍去世。

切膚之愛



1928年，周金耀小朋友(手術前)
與醫館 烈以利護士合影



第一層次:
 

為人的緣故愛人第一層次:
 

為人的緣故愛人

第二層次:
 

為人的緣故愛神第二層次:
 

為人的緣故愛神

We can’t do great things 
but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We can’t do great things 
but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第三層次:
 

為神的緣故愛神第三層次:
 

為神的緣故愛神

最高層次:
 

為神的緣故愛人最高層次:
 

為神的緣故愛人



燭蕊心 燭蕊心加蠟成為蠟燭



我們是Part Time的傳道人，將福音傳給我
 們身邊的人，使人歸主來榮神益人。

 

我們是Part Time的傳道人，將福音傳給我
 們身邊的人，使人歸主來榮神益人。

我們是Life Time基督徒，每時每刻都要見證
 我們是神的傑作，來榮耀神。

 

我們是Life Time基督徒，每時每刻都要見證
 我們是神的傑作，來榮耀神。

我們是Full Time神的管道，分享神的愛使
 人受益，而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是Full Time神的管道，分享神的愛使
 人受益，而成為別人的祝福。

結論：結論：



播放Thank you
Ray boltz
播放Thank you
Ray boltz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幻灯片编号 3
	幻灯片编号 4
	幻灯片编号 5
	幻灯片编号 6
	幻灯片编号 7
	幻灯片编号 8
	幻灯片编号 9
	幻灯片编号 10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幻灯片编号 19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