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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主爱建社群，

全心奉献至永恒 .

3

奉献 永恒
社群, 怜悯,  差派!

Community, Compassion, Commission!

经文: 马太福音 9:35-38

耶稣服侍的模范

1. 我们要服侍社群 (community) 
- 满足社群全人的需要. v.35

2. 我们要怜悯社群 (compassion)  
v.36

5

3. 我们要祈祷 (commission) 
- 愿意付上代价,接受差派.

v.37-38  

Testimony 见证

• Church website 教会网站 gcgcny.org:

• 社群, 怜悯,  差派!

• Community, Compassion, Commission!

• 2012.07.08 粤语2012.07.08   粤语

• 2012.07.15 English

• 2012.09.02 普通话

6



11/21/2012

2

宝贵永恒的宝贝
Treasuring the Eternal 

TTreasure
经文: 马太福音 6:19-24

延展主爱建社群，

全心奉献至永恒 .

8

奉献 永恒

9

教训 马太福音 6:19-21

19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

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10

教训 马太福音 6:19

命令不要为自己宝贵(珍爱, 爱惜)地上的宝贝.
Treasure not for yourself earthly treasures

地上的财富:

昂贵的衣服会有虫子咬

谷类,禾,粮食会有害虫,老鼠吃

铁 会生锈铁器会生锈

羊,驴,马,骆驼,金,银和宝石会有贼偷．

原因地上的财富是一定会失去的.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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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 马太福音 6:19-21

20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13

教训 马太福音 6:20

命令要宝贵(珍爱, 爱惜)天上的宝贝.

Treasure heavenly treasure

天上的宝贝:

神 (天父耶稣)神,(天父,耶稣),

和一切属神的: 救恩, 

属灵的福气和基业,

神永恒的计划等 . . .

原因天上的宝贝是一定

不会失去的,是永恒的. 14

教训 马太福音 6:19-21

21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15

教训 马太福音 6:21

每一个人都会宝贵(珍爱, 爱惜) 某些的东西.

如果你珍惜地上的财富，

你的心就在财富那里.

如果你珍惜神，

你的心就在神那里.

16

教训 马太福音 6:19-21

宝贵地上的财富: 宝贵神(天父,耶稣) :

1. 心在财富那里. 1. 心在神那里.

2.时常想着如何赚钱, 2. 时常默想神的恩典和爱.

投资钱, 用钱. 如何回应,服侍,顺服,跟从神.

3.   时常忧虑无钱,不够钱, 3.时常享受神的同在,平安

失去钱 和喜乐失去钱. 和喜乐

17

教训 马太福音 6:19-21

命令不要宝贵 命令要宝贵

地上的财富. 神,(天父,耶稣) 

原因: 原因: 

1.是一定会失去的. 1. 是一定不会失去的,

是永恒的

2 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 你的心在神那里2.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你的心在神那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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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实践不宝贵地上的财富呢?

怎样实践宝贵神呢?

19

要奉献地上的财富被神使用

(去建立教会, 传扬神的救恩, 

扩展神的国度,帮助有需要的人,

成全神永恒的计划)

成为天上的宝贝.

20

是一定会失去的. 是永恒的
21

怎样实践不宝贵地上的财富呢?

怎样实践宝贵神呢?

简朴生活,               慷慨奉献.

是一定会失去的. 是永恒的
22

命令不要宝贵地上的财富 要宝贵神,(天父,耶稣) 

原因: 1.是一定会失去的.           1. 是一定不会失去的,(永恒)

2.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你的心在神那里.

实践: 慷慨生活,简朴奉献. 简朴生活,慷慨奉献.

23

宝贵耶稣,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慷慨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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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马太福音 6: 22-23

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瞭亮、

全身就光明。

23 你的眼睛若昏花23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25

解释 马太福音 6: 22-23

宝贵地上的财富 宝贵神

眼睛昏花 眼睛瞭亮

视力模糊 视力清楚

复视 单视

自私 贪心 慷慨自私,贪心 慷慨

全人黑暗 全人光明

26

宝贵地上的财富会瞇惑我们,

扭曲我们属灵的洞察力!

让我们不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

27 28

自我价值,自尊,

意义

我的财产

我所拥有

29

希腊经济衰退:

2011年至2012年的自杀率增
加了1/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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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价值,自尊,

意义

神爱我

31

8: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
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8:38 因为我
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

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
来的事、 8:39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
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里的。

罗马书 8:37-39
32

我的安全感

我的财产

我所拥有

33

英国经济衰退:

要用抗抑郁药的人在一年内增加
了43％

34

我的安全感

神爱我

35

马太福音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
、…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甚么、喝甚
么、穿甚么。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么、穿甚么。6:32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
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
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
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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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
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
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Never will I 
leave you; never will I forsake you.)
13:6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
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
样呢。』

希伯来书13:5-6

37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
的人。

罗马书 8:28

38

解释 马太福音 6: 22-23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不可以用金
钱买的.

健康, 幸福,和谐的家庭健康, 幸福,和谐的家庭

寿命,快乐,内心的平安,满足的关系,
心灵的知足.

所有这些都是神所赐的.
39

命令不要宝贵地上的财富 要宝贵神,(天父,耶稣) 

原因: 1.是一定会失去的.          1. 是一定不会失去的,(永恒)

2.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你的心在神那里.

实践: 慷慨生活,简朴奉献. 简朴生活,慷慨奉献.

后果: 1.自私,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财富瞇惑 2. 看清楚真理

-财富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神给我价值,自尊,意义,财富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神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40

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事奉神、

又事奉玛门。

41
是一定会失去的. 是永恒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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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财富是主人 神是主人

我是财富的奴仆 我是神的奴仆

完全的顺服财富 完全的顺服神

决定标准 我的利益 决定标准 神的旨意决定标准: 我的利益 决定标准:神的旨意

我们不可以同时宝贵神又宝贵地上的财富!

43

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财富/我是主人 神是主人

我决定怎样用钱/时间 祷告神怎样用钱/时间

先自己用钱 先奉献给神

若有钱剩, 就奉献 自己用剩下的钱若有钱剩, 就奉献 自 用剩下的钱

给神剩下的,leftovers     给神最好的, the best

我们不可以同时宝贵神又宝贵地上的财富!

44

命令不要宝贵地上的财富 要宝贵神,(天父,耶稣) 

原因: 1.是一定会失去的.          1. 是一定不会失去的,(永恒)

2.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你的心在神那里.

实践: 慷慨生活,简朴奉献. 简朴生活,慷慨奉献.

后果: 1.自私,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财富瞇惑 2. 看清楚真理

-财富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神给我价值,自尊,意义,财富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神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财富 -专心服侍神

-决定标准: 我的利益 -决定标准:神的旨意

45

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

财富是主人 神是主人

我是财富的奴仆 我是神的奴仆

完全的顺服财富 完全的顺服神

决定标准: 我的利益 决定标准:神的旨意决定标准 我的利 决定标准 神的 意

我们怎样可以宝贵神而不宝贵地上的财富?

46

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我们是属神的宝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
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
子民(宝贝, treasured possession)、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出埃及
记 19:5

47

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我们是属神的宝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
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
的子民(purchased possession)、要
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 2: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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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我们是属神的宝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
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哥林多前书 6:20

49

解释 马太福音 6: 24

我们是属神的宝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
善。提多书 2:14

50

当我领会耶稣对我完全无条件牺牲的爱,

他怎样为我牺牲了他宝贝的生命,

我就可以宝贵主耶稣,简朴的生活, 慷慨的奉献, 
将一定会失去地上的财富变成一定不会失去
天上永恒的宝贝.

51

命令不要宝贵地上的财富 要宝贵神,(天父,耶稣) 

原因: 1.是一定会失去的.          1. 是一定不会失去的,(永恒)

2.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你的心在神那里.

实践: 慷慨生活,简朴奉献. 简朴生活,慷慨奉献.

后果: 1.自私,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财富瞇惑 2. 看清楚真理

-财富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神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财富 -专心服侍神

-决定标准: 我的利益 -决定标准:神的旨意

耶稣为我舍己,我是他的宝贝
52

• 我的平均年薪: $20,000, $50,000, $100,000

• 我工作的年数: 40

• 我一生的总收入:

• $800,000,           $2,000,000,      $4,000,000

• 我奉献多少, 积攒财宝在天上,

投资永恒?

53

$20,000 x 40  $800,000

$50,000 x 40  $2,000,000

$100,000 x 40  $4,000,000

是一定会失去的. 是永恒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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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扩堂工程估计:

第四期扩堂费用： $ 1,500,000
利息： $100,000
总计 : $ 1,600,000 

资金来源：
安大略省政府 $ 500 000

55

安大略省政府 :          $ 500,000
建堂基金现有 :          $ 250,000
北约恩福基督教学校 :  $ 250,000
($50,000/年 x 5 年 )
信心奉献 : $ 600,000
总计 : $1,600,000 

2012成功目标

$100,000

2012挑战目标

$600,000

56

$150,000

2012 神迹目标

$200,000

$77, 093.30

57

每个星期零用钱:   $0.25

每两个星期奉献:   $0.05

58

每个星期零用钱:   $0.25

每两个星期奉献:   $0.05

我所有的积蓄: $250 00我所有的积蓄:   $250.00

59

马太福音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
忧虑、…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甚么、
喝甚么 穿甚么 6 32 这都是外喝甚么、穿甚么。6:32 这都是外
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
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
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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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耶稣,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慷慨奉献.
62

• McMASTER PRESIDENT'S AWARD

• Miller Thomson Foundation Scholarship 
Award

• 第11届杰出青年成就奖演艺金奖
63 64

65

马太福音

6:25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
忧虑、…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甚么、
喝甚么 穿甚么 6 32 这都是外喝甚么、穿甚么。6:32 这都是外
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
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6:33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
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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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耶稣,

简朴生活,简朴生活,

慷慨奉献.

延展主爱建社群，

全心奉献至永恒

68

全心奉献至永恒 .

命令不要宝贵地上的财富 要宝贵神,(天父,耶稣) 

原因: 1.是一定会失去的.          1. 是一定不会失去的,(永恒)

2.你的心在财富那里. 2.你的心在神那里.

实践: 慷慨生活,简朴奉献. 简朴生活,慷慨奉献.

后果: 1.自私,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财富瞇惑 2. 看清楚真理

-财富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神给我价值,自尊,意义,

安全感健康 谐的家庭 安全感 健康 谐的家庭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谐的家庭 ,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寿命,快乐,平安,满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财富 -专心服侍神

-决定标准: 我的利益 -决定标准:神的旨意

3. 忧虑,不经历到神的供应 3.不忧虑, 经历神的供应

耶稣为我舍己,我是他的宝贝 69

宝贵永恒的宝贝
Treasuring the Eternal Treasure

经文: 马太福音 6:19 24经文: 马太福音 6:19-24

经文中心: 我们宝贵主,
因我们是主宝贵的宝贝.

宝贵永恒的宝贝
Treasuring the Eternal Treasure

经文 马太福音 6 19 24经文: 马太福音 6:19-24

经文应用: 宝贵耶稣, 简朴生活,
慷慨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