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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y 見證
• Church website 教會網站 gcgcny.org:
‧社群, 憐憫, 差派!
Community, Compassion, Commission!
• 2012.07.08
粵語
• 2012.07.15
English
• 2012.09.02
普通話

延展主愛建社群，
全心奉獻至永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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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服侍的模範

社群, 憐憫, 差派!
Community, Compassion, Commission!

經文: 馬太福音 9:35-38
9:35 38

1. 我們要服侍社群 (community)
- 滿足社群全人的需要. v.35
2. 我們要憐憫社群 (compassion)
v 36
v.36
3. 我們要祈禱 (commission)
- 願意付上代價,接受差派.
v.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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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永恆的寶貝

延展主愛建社群，
全心奉獻至永恆 .

Treasuring the Eternal
Treasure

經文: 馬太福音 6:19-24

8

教訓

馬太福音 6:19-21

19 不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
也有賊挖窟窿來偷．
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不能鏽壞、
也沒有賊挖窟窿來偷．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裡、
你的心也在那裡。

21
9

解釋

馬太福音 6: 22-23

解釋

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23

10

馬太福音 6: 24

24 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

你的眼睛若瞭亮、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若昏花
你的眼睛若昏花、
全身就黑暗．

不是惡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不能又事奉神、
又事奉瑪門。

你裡頭的光若黑暗了、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
11

12

2

10/14/2012

教訓

馬太福音 6:19-21

教訓

馬太福音 6:19

命令不要為自己寶貴(珍愛, 愛惜)地上的寶貝.
Treasure not for yourself earthly treasures
地上的財富:
昂貴的衣服會有蟲子咬
穀類 禾 糧食會有害蟲 老鼠吃
穀類,禾,糧食會有害蟲,老鼠吃
鐵器會生鏽
羊,驢,馬,駱駝,金,銀和寶石會有賊偷．

19 不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
地上有蟲子咬、能鏽壞、
也有賊挖窟窿來偷．

原因地上的財富是一定會失去的.
13

教訓

馬太福音 6:19-21

14

教訓

馬太福音 6:20

命令 要寶貴(珍愛, 愛惜)天上的寶貝.
Treasure heavenly treasure

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
天上沒有蟲子咬、不能鏽壞、
也沒有賊挖窟窿來偷．
15

教訓

馬太福音 6:19-21

天上的寶貝:
神 (天父 耶穌)
神,(天父,耶穌),
和一切屬神的: 救恩,
屬靈的福氣和基業,
神永恆的計劃等 . . .
原因天上的寶貝是一定
不會失去的,是永恆的.

教訓

16

馬太福音 6:21

每一個人都會寶貴(珍愛, 愛惜) 某些的東西.

如果你珍惜地上的財富，
你的心就在財富那裡.
你的心就在財富那裡
如果你珍惜神，
你的心就在神那裡.
21

因為你的財寶在那裡、
你的心也在那裡。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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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
馬太福音 6:19-21
命令不要寶貴
命令 要寶貴
地上的財富.
神,(天父,耶穌)
原因: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
是永恆的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2.你的心在神那裡.

怎樣實踐不寶貴地上的財
富呢?
怎樣實踐寶貴神呢?

19

20

要奉獻地上的財富被神使用

(去建立教會, 傳揚神的救恩, 擴展神的國度,幫
助有需要的人 成全神永恆的計劃)
助有需要的人,
成為天上的寶貝.

是一定會失去的.
21

是永恆的

22

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怎樣實踐不寶貴地上的財富呢?
怎樣實踐寶貴神呢?
簡樸生活,
慷慨奉獻.

是一定會失去的.

是永恆的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23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神那裡.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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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耶穌,

有目標，

簡樸生活,,

有計劃 .

慷慨奉獻.

26

1986

解釋

‧家庭醫生的平均稅後每年收入: $78,000
‧工作35年,總收入: $78,000 x 35
= $2,730,000
‧目標，夢想和計劃: 成為天上的百萬富翁
‧退休前奉獻 $1,000,000
$1 000 000 給教會和神的事工
‧過簡樸的生活，慷慨的奉獻
‧財寶在天,心在天.

馬太福音 6: 22-23

22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23

你的眼睛若瞭亮、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若昏花
你的眼睛若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裡頭的光若黑暗了、
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

27

解釋

寶貴地上的財富會瞇惑我們,
扭曲我們屬靈的洞察力!

馬太福音 6: 22-23

寶貴地上的財富
眼睛昏花
視力模糊
复視
自私,貪心
全人黑暗

28

寶貴神
眼睛瞭亮
視力清楚
單視
慷慨
全人光明

讓我們不可以清楚地看到真理!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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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價值,自尊,
意義

我的財產
我所擁有
31

自我價值,自尊,
意義

32

神既不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了、豈
不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羅馬書 8:32
8 32

神愛我

33

8: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切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了。 8:38 因為我深信無論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
的、是現在的事、是將來的事、 8:39 是高
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不
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裡的。
主基督耶穌裡的

34

我的安全感

我的財產
我所擁有

羅馬書 8:37-39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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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我的安全感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不要為生命憂慮、…
6:31 所以不要憂慮、說、喫甚麼、喝甚麼、
穿甚麼。6: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
需用的這一切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 6:33
6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 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了。

神愛我

37

13:5 你們存心不可貪愛錢財．要以自己所有
的為足．因為主曾說、『 我總不撇下你、
也不 丟棄你。』 (Never will I leave you;
never will I forsake you.) 13:6 所以我們
可以放膽說、『 主是幫助我的、我必不懼
怕．人能 把我怎麼樣呢。』
』

3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力、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羅馬書 8:28
8 28

希伯來書13:5-6

39

解釋

40

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馬太福音 6: 22-23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後果: 1.自私,貪心,全人黑暗
2.被財富瞇惑
-財富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財富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東西不可以用財富來換取
的.
健康, 幸福,和諧的家庭
壽命 快樂 內心的平安 滿足的關係 心靈的知
壽命,快樂,內心的平安,滿足的關係,心靈的知
足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神那裡.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1. 慷慨,全人光明.
2. 看清楚真理
-神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所有這些都是神所賜的.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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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24 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
不是惡這個愛那個、
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不能又事奉神、
又事奉瑪門。

43

44

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
財富是主人
神是主人
我是財富的奴僕
我是神的奴僕
完全的順服財富
完全的順服神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益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神
我們不可以同時寶貴神又寶貴地上的財富!

是一定會失去的.

是永恆的
45

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後果: 1.自私,貪心,全人黑暗
2.被財富瞇惑
-財富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財富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財富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神那裡.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1. 慷慨,全人光明.
2. 看清楚真理
-神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專心服侍神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47

46

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
財富是主人
神是主人
我是財富的奴僕
我是神的奴僕
完全的順服財富
完全的順服神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益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神
我們怎樣可以寶貴神而不寶貴地上的財富?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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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23

56

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Universe has 3 x 10 Stars

我們是屬神的寶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宇宙中有300,000,000,000
宇宙中有300
000 000 000
,000,000,000,000 顆恆星

如今你們若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寶貝 treasured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寶貝,
possession)、因為全地都 是我的． 出埃及
記 19:5

57

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58

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我們是屬神的寶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我們是屬神的寶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類、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度、是屬神的子民
是聖潔的國度 是屬神的子民
(purchased possession)、要 叫你們宣揚那
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 的美德。彼得
前書 2:9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來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
子上榮耀神。

59

哥林多前書 6:2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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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馬太福音 6: 24
我們是屬神的寶貝.
We are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他為我們捨了自己、要贖我們脫離一切罪惡
、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
善。 提多書 2:14

當我領會耶穌對我完全無條件犧牲的愛,
他怎樣為我犧牲了他寶貝的生命,
我就可以寶貴主耶穌,簡樸的生活, 慷慨的奉獻,
將一定會失地上的財富變成一定不會失去天
上永恆的寶貝.

61

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後果: 1.自私,貪心,全人黑暗
2.被財富瞇惑
-財富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財富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財富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神那裡.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1. 慷慨,全人光明.
2. 看清楚真理
-神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專心服侍神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耶穌為我捨己,我是他的寶貝

62

• 一個人去獻上他不能保留的,為要獲取他不
能失去的,這個人不是傻子.
•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y in
• Jim Elliot 1927-1956 Christian martyr
Ecuador

63

奉獻的標準

64

所以弟兄們、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
你們如此事奉、
乃是理所當然的。

開始: 十分之一

最終的標準:
十字架

羅馬書12:1
羅馬書12:1-2
6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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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不要為生命憂慮、…
6:31 所以不要憂慮、說、喫甚麼、喝甚麼、
穿甚麼。6: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
需用的這一切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 6:33
6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 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了。

67

68

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2.你的心在神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後果: 1.自私,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財富瞇惑
2. 看清楚真理
-財富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財富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財富
-專心服侍神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3. 憂慮,不經歷到神的供應
3.不憂慮, 經歷神的供應
69
耶穌為我捨己,我是他的寶貝

寶貴耶穌,
簡樸生活,,
慷慨奉獻.

• McMASTER PRESIDENT'S AWARD

• Miller Thomson Foundation
Scholarship Award

• 第11屆傑出青年成就獎演藝金獎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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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馬太福音
6:25 所以我告訴你們、不要為生命憂慮、…
6:31 所以不要憂慮、說、喫甚麼、喝甚麼、
穿甚麼。6:32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
需用的這一切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 6:33
6 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這 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了。

75

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2.你的心在神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後果: 1.自私,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財富瞇惑
2. 看清楚真理
-財富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財富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財富
-專心服侍神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3. 憂慮,不經歷到神的供應
3.不憂慮, 經歷神的供應
77
耶穌為我捨己,我是他的寶貝

76

1986
‧家庭醫生的平均稅後每年收入: $78,000
‧工作35年,總收入: $78,000 x 35
= $2,730,000
‧目標，夢想和計劃: 成為天上的百萬富翁
‧退休前奉獻 $1,000,000
$1 000 000 給教會和神的事工
‧過簡樸的生活，慷慨的奉獻
‧財寶在天,心在天.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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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平均年薪: $20,000, $50,000, $100,000
• 我工作的年數: 40
• 我一生的總收入:
• $800,000,
$2,000,000,
$4,000,000

寶貴耶穌,
簡樸生活,,

• 我奉獻多少, 積儹財寶在天上,
投資永恆?

慷慨奉獻.
80

$20,000 x 40 $800,000

有目標，

$50,000 x 40 $2,000,000
$100,000 x 40 $4,000,000

有計劃 .
是一定會失去的.

是永恆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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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使不可能的梦想成为现实
• 1990: 唐人街华人福音堂差派八十位成年人
及二十位儿童到北约克市植堂
• 1990-2011: 1,500 人决志信主，756人受洗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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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
2012成功目標
$100,000
2012挑戰目標
$150,000
2012 神蹟目標
$200,00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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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不要寶貴地上的財富 要寶貴神,(天父,耶穌)

延展主愛建社群，
全心奉獻至永恆 .

87

寶貴永恆的寶貝
Treasuring the Eternal
Treasure

經文: 馬太福音 6:19-24
6:19 24
經文中心: 我們寶貴主,
因我們是主寶貴的寶貝.

原因: 1.是一定會失去的.
1. 是一定不會失去的,(永恆)
2.你的心在財富那裡.
2.你的心在神那裡.
實踐: 慷慨生活,簡樸奉獻.
簡樸生活,慷慨奉獻.
後果: 1.自私,貪心,全人黑暗
1. 慷慨,全人光明.
2.被財富瞇惑
2. 看清楚真理
-財富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財富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 自尊 意義
-神給我價值,自尊,意義,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安全感,健康,和諧的家庭 ,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壽命,快樂,平安,滿足.
-可以服侍神又服侍財富
-專心服侍神
-決定標準: 我的利益
-決定標準:神的旨意
3. 憂慮,不經歷到神的供應
3.不憂慮, 經歷神的供應
88
耶穌為我捨己,我是他的寶貝

寶貴永恆的寶貝
Treasuring the Eternal
Treasure

經文: 馬太福音 6:19-24
6:19 24
經文應用: 寶貴耶穌, 簡樸生活,
慷慨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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