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After His Own Heart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這這這這樣看來樣看來樣看來樣看來，，，，我親愛的我親愛的我親愛的我親愛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
不但我在你們那裡不但我在你們那裡不但我在你們那裡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

更更更更是順服的是順服的是順服的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就當恐懼戰兢就當恐懼戰兢就當恐懼戰兢，，，，
作作作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Have the same mindset as Christ Jesus
Therefore, my dear friends, as you have always 
obeyed—not only in my presence, but now much 

more in my absence—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因因因因為你們立志行事為你們立志行事為你們立志行事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為為為要成就他的美意要成就他的美意要成就他的美意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凡凡凡所行的所行的所行的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都不要發怨言都不要發怨言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起爭論起爭論起爭論，，，，
使使使使你們無可指摘你們無可指摘你們無可指摘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誠實無偽誠實無偽誠實無偽，，，，

在在在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這彎曲悖謬的世代這彎曲悖謬的世代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無疵的兒女作神無瑕無疵的兒女作神無瑕無疵的兒女作神無瑕無疵的兒女。。。。
你你你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們顯在這世代中們顯在這世代中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好像明光照耀好像明光照耀好像明光照耀，，，，
將將將將生命的道表明出生命的道表明出生命的道表明出生命的道表明出來來來來 ((((腓腓腓腓 2:5, 122:5, 122:5, 122:5, 12----16a)16a)16a)16a)將將將將生命的道表明出生命的道表明出生命的道表明出生命的道表明出來來來來

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in order to fulfill his good purpose.

Do everything without grumbling or arguing, 
so that you may become blameless and pure,

“children of God without fault 
in a warped and crooked generation.”

Then you will shine among them like stars in the sky ,

as you hold firmly to the word of life. (Phi(Phi(Phi(Phi 2:5, 122:5, 122:5, 122:5, 12----16a)16a)16a)16a)



今天是我到本教會後第一次的合併聚會今天是我到本教會後第一次的合併聚會今天是我到本教會後第一次的合併聚會今天是我到本教會後第一次的合併聚會

很高興能和年青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很高興能和年青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很高興能和年青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很高興能和年青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

我們自己有兩個我們自己有兩個我們自己有兩個我們自己有兩個20202020多多多多和和和和30303030多的年青兒子多的年青兒子多的年青兒子多的年青兒子

相當能體會今天年輕人的環境有多艱難相當能體會今天年輕人的環境有多艱難相當能體會今天年輕人的環境有多艱難相當能體會今天年輕人的環境有多艱難

家庭和學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家庭和學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家庭和學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家庭和學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化環境

許多天天面臨的壓力是無法和父母溝通許多天天面臨的壓力是無法和父母溝通許多天天面臨的壓力是無法和父母溝通許多天天面臨的壓力是無法和父母溝通

和教會的價值觀更常是尖銳的對立冲突和教會的價值觀更常是尖銳的對立冲突和教會的價值觀更常是尖銳的對立冲突和教會的價值觀更常是尖銳的對立冲突



這一代的年輕人還要面對更敵視的挑戰這一代的年輕人還要面對更敵視的挑戰這一代的年輕人還要面對更敵視的挑戰這一代的年輕人還要面對更敵視的挑戰

只是耳提面命的囑咐難以應付輿論壓力只是耳提面命的囑咐難以應付輿論壓力只是耳提面命的囑咐難以應付輿論壓力只是耳提面命的囑咐難以應付輿論壓力

他們的環境就是讓成年基督徒也難面對他們的環境就是讓成年基督徒也難面對他們的環境就是讓成年基督徒也難面對他們的環境就是讓成年基督徒也難面對

我們當如何幫助他們在信仰上生根建造我們當如何幫助他們在信仰上生根建造我們當如何幫助他們在信仰上生根建造我們當如何幫助他們在信仰上生根建造

在悖逆神詆毀神的潮流中成為中流抵柱在悖逆神詆毀神的潮流中成為中流抵柱在悖逆神詆毀神的潮流中成為中流抵柱在悖逆神詆毀神的潮流中成為中流抵柱

仍能積極的落實信仰並且傳承福音真理仍能積極的落實信仰並且傳承福音真理仍能積極的落實信仰並且傳承福音真理仍能積極的落實信仰並且傳承福音真理



美國的最高法院已經公然認可同性結婚美國的最高法院已經公然認可同性結婚美國的最高法院已經公然認可同性結婚美國的最高法院已經公然認可同性結婚

因為美國群眾已經大多數飽受媒體影響因為美國群眾已經大多數飽受媒體影響因為美國群眾已經大多數飽受媒體影響因為美國群眾已經大多數飽受媒體影響

同性戀者強勢的以受害者角色要求同情同性戀者強勢的以受害者角色要求同情同性戀者強勢的以受害者角色要求同情同性戀者強勢的以受害者角色要求同情

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淡化道德層面訢諸性向及社會福利權益

博取同情成為爭取平等的社會英雄集團博取同情成為爭取平等的社會英雄集團博取同情成為爭取平等的社會英雄集團博取同情成為爭取平等的社會英雄集團

完全忽視本份及対下一代所造成的傷害完全忽視本份及対下一代所造成的傷害完全忽視本份及対下一代所造成的傷害完全忽視本份及対下一代所造成的傷害

后現代已經達到了任性而行的巔峰地歩后現代已經達到了任性而行的巔峰地歩后現代已經達到了任性而行的巔峰地歩后現代已經達到了任性而行的巔峰地歩

把後果丟給無所適從迷茫的下一代承擔把後果丟給無所適從迷茫的下一代承擔把後果丟給無所適從迷茫的下一代承擔把後果丟給無所適從迷茫的下一代承擔



美國從家庭開始瓦解邁向社會價值崩潰美國從家庭開始瓦解邁向社會價值崩潰美國從家庭開始瓦解邁向社會價值崩潰美國從家庭開始瓦解邁向社會價值崩潰

道德放縱比核武威脅還要嚴重催毀美國道德放縱比核武威脅還要嚴重催毀美國道德放縱比核武威脅還要嚴重催毀美國道德放縱比核武威脅還要嚴重催毀美國

折毀容易重建難遠離神的結局自我承擔折毀容易重建難遠離神的結局自我承擔折毀容易重建難遠離神的結局自我承擔折毀容易重建難遠離神的結局自我承擔

將來每個人要獨自一人在審將來每個人要獨自一人在審將來每個人要獨自一人在審將來每個人要獨自一人在審判台前交帳判台前交帳判台前交帳判台前交帳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身處海量身處海量身處海量身處海量媒體媒體媒體媒體嘲諷嘲諷嘲諷嘲諷基督信仰環境中基督信仰環境中基督信仰環境中基督信仰環境中

唯唯唯唯有有有有心志堅定確定心志堅定確定心志堅定確定心志堅定確定人生人生人生人生目目目目的的的的才才才才不受迷不受迷不受迷不受迷惑惑惑惑

基督在一基督在一基督在一基督在一切切切切艱難及抵艱難及抵艱難及抵艱難及抵擋擋擋擋勢力下勢力下勢力下勢力下直奔十架直奔十架直奔十架直奔十架

在在在在苦苦苦苦難中學會難中學會難中學會難中學會順服至終順服至終順服至終順服至終成就了神的成就了神的成就了神的成就了神的旨意旨意旨意旨意



特蕾莎特蕾莎特蕾莎特蕾莎只是一只是一只是一只是一位满位满位满位满面面面面皱纹皱纹皱纹皱纹、、、、瘦弱瘦弱瘦弱瘦弱文文文文静静静静的的的的修女修女修女修女。。。。
1997199719971997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当她去世时当她去世时当她去世时当她去世时，，，，印度政府为她举印度政府为她举印度政府为她举印度政府为她举行行行行国葬国葬国葬国葬，，，，
全全全全国哀悼两国哀悼两国哀悼两国哀悼两天天天天。。。。成成成成千千千千上上上上万万万万的人的人的人的人冒着倾盆冒着倾盆冒着倾盆冒着倾盆大大大大雨走雨走雨走雨走上上上上街头街头街头街头，，，，

为她为她为她为她的的的的离去离去离去离去流下了流下了流下了流下了哀伤哀伤哀伤哀伤的的的的眼泪眼泪眼泪眼泪。。。。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被誉为被誉为被誉为被誉为““““活圣活圣活圣活圣人人人人””””
, ", ", ", "贫民窟贫民窟贫民窟贫民窟的的的的圣圣圣圣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

, ", ", ", "贫民窟贫民窟贫民窟贫民窟的的的的圣圣圣圣人人人人""""的的的的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
1979197919791979年年年年授予她授予她授予她授予她的的的的诺贝尔诺贝尔诺贝尔诺贝尔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奖奖奖奖

有有有有个老个老个老个老人人人人，，，，在在在在搬来她搬来她搬来她搬来她的的的的收收收收容所的容所的容所的容所的那那那那天天天天傍傍傍傍
晚即断晚即断晚即断晚即断了了了了气气气气，，，，临死前临死前临死前临死前，，，，他他他他拉着拉着拉着拉着德德德德蕾莎蕾莎蕾莎蕾莎的的的的
手手手手，，，，用孟加拉语低声用孟加拉语低声用孟加拉语低声用孟加拉语低声地地地地说说说说：：：：
‘‘‘‘我一生我一生我一生我一生活得像条狗活得像条狗活得像条狗活得像条狗，，，，
而我而我而我而我现现现现在在在在死得像个死得像个死得像个死得像个人人人人，，，，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了了了。。。。’’’’



我我我我永永永永遠不會遠不會遠不會遠不會忘記忘記忘記忘記不不不不久前久前久前久前的一的一的一的一件事件事件事件事。。。。
有有有有14141414位位位位來自美國不同大學的教來自美國不同大學的教來自美國不同大學的教來自美國不同大學的教授授授授來到來到來到來到加爾各答加爾各答加爾各答加爾各答，，，，
參參參參觀我們的觀我們的觀我們的觀我們的救濟救濟救濟救濟院院院院。。。。在在在在交談過程交談過程交談過程交談過程中中中中，，，，他們他們他們他們談談談談到了對到了對到了對到了對剛剛參剛剛參剛剛參剛剛參
觀觀觀觀過過過過的一家臨的一家臨的一家臨的一家臨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所的所的所的所的感感感感受受受受。（。（。（。（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我們在加爾答加爾答加爾答加爾答開開開開設設設設了一了一了一了一
家臨家臨家臨家臨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所所所所，，，，從從從從街頭街頭街頭街頭 收留過三萬六千收留過三萬六千收留過三萬六千收留過三萬六千人人人人，，，，其其其其中一中一中一中一萬八萬八萬八萬八
千千千千人人人人安祥安祥安祥安祥地地地地死死死死在臨在臨在臨在臨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所所所所裏裏裏裏，，，，他們已經他們已經他們已經他們已經回回回回到了上到了上到了上到了上帝帝帝帝的家的家的家的家

特蕾莎修女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上的演講特蕾莎修女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上的演講特蕾莎修女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上的演講特蕾莎修女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大會上的演講

千千千千人人人人安祥安祥安祥安祥地地地地死死死死在臨在臨在臨在臨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終慰藉所所所所裏裏裏裏，，，，他們已經他們已經他們已經他們已經回回回回到了上到了上到了上到了上帝帝帝帝的家的家的家的家
園園園園。）。）。）。）其其其其中有一中有一中有一中有一位位位位教教教教授問授問授問授問我我我我：：：：""""特蕾莎嬤嬤特蕾莎嬤嬤特蕾莎嬤嬤特蕾莎嬤嬤，，，，請請請請給我給我給我給我留留留留下下下下
一一一一句句句句讓我讓我讓我讓我永永永永遠難遠難遠難遠難忘忘忘忘的的的的話話話話。。。。““““
我對他我對他我對他我對他說說說說：：：：""""彼此微笑彼此微笑彼此微笑彼此微笑
保持保持保持保持家庭的和家庭的和家庭的和家庭的和諧氣氛諧氣氛諧氣氛諧氣氛，，，，彼此彼此彼此彼此和和和和睦睦睦睦相相相相處處處處。。。。""""

特蕾莎修女曾被邀请参加特蕾莎修女曾被邀请参加特蕾莎修女曾被邀请参加特蕾莎修女曾被邀请参加美美美美国总统国总统国总统国总统的的的的早餐会早餐会早餐会早餐会。。。。她她她她在在在在早餐会早餐会早餐会早餐会
上上上上面對面對面對面對克林頓克林頓克林頓克林頓、、、、高高高高爾爾爾爾及及及及四千領袖四千領袖四千領袖四千領袖演讲演讲演讲演讲,,,,谴责谴责谴责谴责美美美美国国国国人人人人极随便极随便极随便极随便
的的的的堕胎堕胎堕胎堕胎行行行行为为为为,,,,她甚至说你们她甚至说你们她甚至说你们她甚至说你们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不要的孩孩孩孩子生下子生下子生下子生下来给来给来给来给我我我我吧吧吧吧。。。。



腓腓腓腓利比教會是利比教會是利比教會是利比教會是保羅非保羅非保羅非保羅非常常常常喜愛喜愛喜愛喜愛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的教會

是他在是他在是他在是他在特羅亞看見特羅亞看見特羅亞看見特羅亞看見了了了了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的的的的異象異象異象異象

來到了來到了來到了來到了歐洲歐洲歐洲歐洲所建立的所建立的所建立的所建立的笫笫笫笫一所的教會一所的教會一所的教會一所的教會來到了來到了來到了來到了歐洲歐洲歐洲歐洲所建立的所建立的所建立的所建立的笫笫笫笫一所的教會一所的教會一所的教會一所的教會

教會成教會成教會成教會成員員員員有有有有呂底亞使女呂底亞使女呂底亞使女呂底亞使女和和和和禁卒禁卒禁卒禁卒一家一家一家一家

腓腓腓腓利比教會也一利比教會也一利比教會也一利比教會也一直直直直以以以以財務支持保羅財務支持保羅財務支持保羅財務支持保羅

成為他在成為他在成為他在成為他在各各各各地地地地宣宣宣宣教教教教時時時時最最最最忠心忠心忠心忠心的的的的夥伴夥伴夥伴夥伴



腓腓腓腓立比第立比第立比第立比第二章講二章講二章講二章講到在基督到在基督到在基督到在基督里里里里同同同同心心心心合合合合意意意意

以基督的以基督的以基督的以基督的心心心心為為為為心正心正心正心正是同是同是同是同心心心心合合合合意意意意的基的基的基的基礎礎礎礎

保羅保羅保羅保羅並以基督道成並以基督道成並以基督道成並以基督道成肉身肉身肉身肉身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救贖救贖救贖救贖為為為為例例例例

並以並以並以並以此指引此指引此指引此指引我們如何我們如何我們如何我們如何順順順順從從從從聖靈聖靈聖靈聖靈的的的的引引引引導導導導並以並以並以並以此指引此指引此指引此指引我們如何我們如何我們如何我們如何順順順順從從從從聖靈聖靈聖靈聖靈的的的的引引引引導導導導

戰戰戰戰兢恐懼兢恐懼兢恐懼兢恐懼的的的的作作作作成我們成我們成我們成我們各各各各人人人人得救得救得救得救的的的的工夫工夫工夫工夫

在這在這在這在這彎曲彎曲彎曲彎曲悖悖悖悖謬謬謬謬的的的的世世世世代代代代作作作作神無神無神無神無瑕疵瑕疵瑕疵瑕疵兒兒兒兒女女女女

像像像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明光照耀並且把生命的道並且把生命的道並且把生命的道並且把生命的道表明出表明出表明出表明出來來來來



一一一一、、、、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二二二二、、、、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

三三三三、、、、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三三三三、、、、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

四四四四、、、、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

五五五五、、、、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一一一一、、、、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基督的基督的基督的基督的心心心心」」」」
在本在本在本在本處處處處並不是在並不是在並不是在並不是在講講講講祂祂祂祂的的的的榮榮榮榮美美美美屬屬屬屬性性性性或柔或柔或柔或柔和和和和謙卑謙卑謙卑謙卑，，，，
而是強而是強而是強而是強調祂調祂調祂調祂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心心心心、、、、意意意意念念念念和和和和心志心志心志心志。。。。

祂祂祂祂來只有來只有來只有來只有一一一一件事件事件事件事，，，，祂祂祂祂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心心心心也只有一也只有一也只有一也只有一件事件事件事件事，，，，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堅心定意堅心定意堅心定意堅心定意要完成要完成要完成要完成，，，，神神神神差祂差祂差祂差祂來所要來所要來所要來所要作作作作成的成的成的成的事事事事」」」」。。。。

「「「「我來了我來了我來了我來了、、、、為要為要為要為要遵遵遵遵行行行行袮袮袮袮的的的的旨意旨意旨意旨意」」」」，，，，
「「「「豈豈豈豈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我應當以我父的我應當以我父的我應當以我父的我應當以我父的事事事事為為為為念麼念麼念麼念麼？」？」？」？」，，，，
「「「「父父父父啊啊啊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袮袮袮袮的美的美的美的美意意意意本是如本是如本是如本是如此此此此」」」」，，，，
「「「「父父父父啊啊啊啊、、、、不要從我的不要從我的不要從我的不要從我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只要從只要從只要從只要從袮袮袮袮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
「「「「我父所給我的我父所給我的我父所給我的我父所給我的那那那那杯杯杯杯、、、、我我我我豈豈豈豈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喝呢喝呢喝呢喝呢」」」」，，，，
一一一一直順服直順服直順服直順服到在到在到在到在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完成了救贖救贖救贖救贖、、、、說說說說：：：：「「「「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堅心定意堅心定意堅心定意堅心定意要完成要完成要完成要完成，，，，神神神神差祂差祂差祂差祂來所要來所要來所要來所要作作作作成的成的成的成的事事事事」」」」。。。。



一個以基督一個以基督一個以基督一個以基督耶穌耶穌耶穌耶穌的的的的心心心心為為為為心心心心的人是有的人是有的人是有的人是有異象異象異象異象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他他他他深深深深切切切切知知知知道他的一生道他的一生道他的一生道他的一生目目目目標標標標以及神對他的以及神對他的以及神對他的以及神對他的計劃計劃計劃計劃

他他他他帶著帶著帶著帶著使使使使命和命和命和命和火焰火焰火焰火焰向向向向著標竿盡著標竿盡著標竿盡著標竿盡心心心心竭竭竭竭力的力的力的力的奔奔奔奔跑跑跑跑

他不會以他不會以他不會以他不會以短暫必朽壞短暫必朽壞短暫必朽壞短暫必朽壞的的的的去去去去代代代代替替替替永永永永恆恆恆恆不不不不朽壞朽壞朽壞朽壞的的的的他不會以他不會以他不會以他不會以短暫必朽壞短暫必朽壞短暫必朽壞短暫必朽壞的的的的去去去去代代代代替替替替永永永永恆恆恆恆不不不不朽壞朽壞朽壞朽壞的的的的

古古古古今多今多今多今多少少少少聖聖聖聖徒徒徒徒先賢先賢先賢先賢為為為為著著著著持定持定持定持定信仰而不信仰而不信仰而不信仰而不計計計計性命性命性命性命

他們他們他們他們正正正正是是是是效效效效法基督將法基督將法基督將法基督將純純純純正正正正福音代代傳到如今福音代代傳到如今福音代代傳到如今福音代代傳到如今

面對面對面對面對前前前前所所所所未未未未有的後基督教有的後基督教有的後基督教有的後基督教墮墮墮墮落遠離神的今天落遠離神的今天落遠離神的今天落遠離神的今天

我們更當學我們更當學我們更當學我們更當學習習習習得得得得勝勝勝勝者們者們者們者們榜樣榜樣榜樣榜樣分分分分別別別別為為為為聖聖聖聖跟隨主跟隨主跟隨主跟隨主



每個每個每個每個聖聖聖聖徒徒徒徒都都都都有有有有責責責責任和任和任和任和使使使使命命命命

都都都都要要要要作作作作成我們成我們成我們成我們得救得救得救得救的的的的功夫功夫功夫功夫

是是是是照照照照神在我們神在我們神在我們神在我們心心心心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引引引引導導導導

順順順順從從從從倚靠倚靠倚靠倚靠聖靈聖靈聖靈聖靈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作作作作成成成成

二二二二、、、、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作成我們得救的功夫

順順順順從從從從倚靠倚靠倚靠倚靠聖靈聖靈聖靈聖靈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作作作作成成成成

所以要戰所以要戰所以要戰所以要戰兢恐懼兢恐懼兢恐懼兢恐懼的的的的順順順順從神從神從神從神

法法法法效效效效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堅堅堅堅定順定順定順定順從的從的從的從的心志心志心志心志

作作作作成神要我們達到的成神要我們達到的成神要我們達到的成神要我們達到的目目目目的的的的

使使使使我們有我們有我們有我們有堅定堅定堅定堅定的信的信的信的信念決念決念決念決心心心心

在任何挑戰面在任何挑戰面在任何挑戰面在任何挑戰面前前前前勇往勇往勇往勇往直前直前直前直前



就當恐懼戰兢就當恐懼戰兢就當恐懼戰兢就當恐懼戰兢、、、、

作成作成作成作成((((Work Out))))你們得救的工夫你們得救的工夫你們得救的工夫你們得救的工夫．．．．

因為你們因為你們因為你們因為你們

立志立志立志立志((((To Will))))立志立志立志立志((((To Will))))
行事行事行事行事((((To Work))))

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His Work))))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為要成就他的美意為要成就他的美意為要成就他的美意((((His Will))))

((((腓腓腓腓 2:122:122:122:12----16a)16a)16a)16a)



Now to him 
who is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for ever 

and ever! Amen....
(((( 弗弗弗弗 Eph 3:20Eph 3:20Eph 3:20Eph 3:20----21)21)21)21)



神是活水的泉源神是活水的泉源神是活水的泉源神是活水的泉源, , , , 能能能能在沙漠開江河在沙漠開江河在沙漠開江河在沙漠開江河
主主主主是道路是道路是道路是道路, , , , 能能能能在曠野開道在曠野開道在曠野開道在曠野開道路路路路 ((((賽賽賽賽 44443333::::19191919))))

See, I am doing a new thing!
Now it springs up; do you not perceive it?

I am making a way in the wilderness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Isa(Isa(Isa(Isa 44443333::::19191919))))

靠靠靠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著那加給我們力量著那加給我們力量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的的的
凡事都能凡事都能凡事都能凡事都能作作作作((((腓腓腓腓 4:13)4:13)4:13)4:13)

for man, it’s - impossible

but for God - I‘M Possible

在神在神在神在神, , , , 沒有難成的事沒有難成的事沒有難成的事沒有難成的事

and streams in the wasteland (Isa(Isa(Isa(Isa 44443333::::19191919))))



后現代后現代后現代后現代否否否否認認認認絕絕絕絕對真理的對真理的對真理的對真理的存存存存在在在在

但但但但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他們的否否否否定定定定無法無法無法無法改變改變改變改變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存存存存在在在在

三三三三、、、、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作神無瑕疵們兒女

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神也不會因人不信而不存存存存在在在在

人人人人連連連連自已自已自已自已都掌握都掌握都掌握都掌握不了信不不了信不不了信不不了信不過過過過

除除除除了自己了自己了自己了自己什麼都反什麼都反什麼都反什麼都反也不也不也不也不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仍是仍是仍是仍是死死死死在在在在罪罪罪罪中中中中死死死死後後後後必必必必受審受審受審受審判判判判

在在在在罪惡罪惡罪惡罪惡死死死死亡亡亡亡面面面面前前前前卻否卻否卻否卻否認無認無認無認無效效效效



聖聖聖聖經是要幫助我們經是要幫助我們經是要幫助我們經是要幫助我們正正正正面面面面越越越越過過過過

聖靈聖靈聖靈聖靈更要更要更要更要引引引引導導導導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進入進入進入進入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必必必必能成能成能成能成長長長長而能而能而能而能毫毫毫毫無無無無瑕疵瑕疵瑕疵瑕疵

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里里里里不不不不但蒙但蒙但蒙但蒙受完全受完全受完全受完全救贖救贖救贖救贖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在基督里里里里不不不不但蒙但蒙但蒙但蒙受完全受完全受完全受完全救贖救贖救贖救贖

聖靈保聖靈保聖靈保聖靈保惠師惠師惠師惠師要要要要賜智慧賜智慧賜智慧賜智慧和能力和能力和能力和能力

使使使使我們能我們能我們能我們能治治治治死肉死肉死肉死肉體體體體活活活活出出出出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靠靠靠靠神能力在神面神能力在神面神能力在神面神能力在神面前前前前作作作作完全人完全人完全人完全人

行行行行事事事事為人多結為人多結為人多結為人多結好好好好果子果子果子果子榮耀榮耀榮耀榮耀神神神神



四四四四、、、、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像明光照耀

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是是是是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光光光光

使使使使我們我們我們我們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

不不不不再再再再走走走走在在在在黑暗黑暗黑暗黑暗迷迷迷迷失失失失中中中中

我們我們我們我們都都都都成為成為成為成為光明之光明之光明之光明之子子子子

都靠祂都靠祂都靠祂都靠祂結結結結出光明出光明出光明出光明果子果子果子果子

在在在在幽暗遮蓋幽暗遮蓋幽暗遮蓋幽暗遮蓋大地大地大地大地之之之之時時時時

與祂與祂與祂與祂同行如同行如同行如同行如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明光照耀

幫助人幫助人幫助人幫助人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出黑暗入光明





五五五五、、、、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把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耶穌耶穌耶穌耶穌是從天是從天是從天是從天降降降降下生命的下生命的下生命的下生命的糧糧糧糧

祂祂祂祂來要來要來要來要使使使使人人人人得得得得到到到到豐盛豐盛豐盛豐盛生命生命生命生命

祂祂祂祂有有有有永永永永生生生生之之之之道要傳給道要傳給道要傳給道要傳給世世世世人人人人

這是這是這是這是保羅保羅保羅保羅蒙召蒙召蒙召蒙召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命信命信命信命信息息息息這是這是這是這是保羅保羅保羅保羅蒙召蒙召蒙召蒙召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命信命信命信命信息息息息

堅定堅定堅定堅定絕絕絕絕對的對的對的對的持持持持守守守守福音真理福音真理福音真理福音真理

到到到到處處處處傳傳傳傳講講講講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救救救救人的福音人的福音人的福音人的福音

持定持定持定持定基督將生命的道基督將生命的道基督將生命的道基督將生命的道表明表明表明表明

讓讓讓讓彎曲彎曲彎曲彎曲悖悖悖悖謬謬謬謬時時時時代有道可代有道可代有道可代有道可聽聽聽聽

讓神讓神讓神讓神救救救救人的道傳人的道傳人的道傳人的道傳遍遍遍遍這這這這世世世世代代代代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活出基活出基活出基活出基督榮美督榮美督榮美督榮美: : : : Transform Our LivesTransform Our LivesTransform Our LivesTransform Our Lives

社區福音化社區福音化社區福音化社區福音化: : : : Transform Transform Transform Transform the Communitythe Communitythe Communitythe Community

福臨萬民福臨萬民福臨萬民福臨萬民: : : : Bless Bless Bless Bless All NationsAll NationsAll NationsAll N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