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為神恩典的分享者



成為神恩典的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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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ry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everyone...  
I do everything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and share in its blessings. 

（哥林多前書：九22-23, NLT）



成為神恩典的分享者



出於憐憫的心懷



出於憐憫的心懷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 
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 

（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 
乃是他的門徒施洗） 

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 
必須經過撒瑪利亞。 

（約翰福音：四1-4）



出於憐憫的心懷

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敘加⋯  

在那裡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 
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  

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 

耶穌對他說、請你給我水喝。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 

（約翰福音：四5-8）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 
為要得軟弱的人。 

 
When I am with those who are weak,  

I share their weakness,  
for I want to bring the weak to Christ. 

 
（哥林多前書：九22a, NLT） 

“幫助” 非 “論斷”  
“Help” not “Judge”

出於憐憫的心懷



分享所得的恩典



分享所得的恩典

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 
你既是猶太人、 

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
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 
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 

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  

（約翰福音：四9-10） 



分享所得的恩典

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你從那裡得活水呢。  

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 
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 
也都喝這井裡的水、 
難道你比他還大麼。 

（約翰福音：四11-12）



分享所得的恩典

耶穌回答說、 
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  

（約翰福音：四13-14）



分享所得的恩典

Your task as a communicator is  
not to impress people, but to impact them;  

not just to convince them, but to change them.   

作為一個溝通者， 
不是要去『吸引對方』、 
而是盼望能『影響對方』， 
不是要去『說服對方』、 
而是盼望能『改變對方』。 

— by Dr. Howard G. Hendricks from his book 
『Teaching To Change Life』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 
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Yes, I try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everyone, 

doing everything I can to save some. 
 

（哥林多前書：九22b, NLT） 

“滿足” 非 “教導”  
“Satisfy” not “Lecture”

分享所得的恩典



傳遞屬神的真道



傳遞屬神的真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約翰福音：一14a, NIV）



傳遞屬神的真道

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 
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  

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裡來。  

婦人說、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  

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 
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  

（約翰福音：四15-18）



傳遞屬神的真道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 
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 
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約翰福音：四19-22）



傳遞屬神的真道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約翰福音：四23-24）



傳遞屬神的真道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 
（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 

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耶穌說、 
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約翰福音：四25-26）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I do everything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哥林多前書：九23a, NLT） 
 

“恩典” 與 “真理”  
“Grace” and “Truth”

傳遞屬神的真道



以生命影響生命



以生命影響生命

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 
往城裡去、對眾人說、 

你們來看、 
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麼。  

眾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裡去。  

（約翰福音：四28-30）



以生命影響生命

那城裡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 
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 
他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 
都給我說出來了．  

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 
求他在他們那裡住下． 
他便在那裡住了兩天。  

（約翰福音：四39-40）



以生命影響生命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 
不是因為你的話、 
是我們親自聽見了、 
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約翰福音：四41-42）



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And share in its blessings. 
 

（哥林多前書：九23b, NLT） 
 

“祝福” 因 “分享”  
“Bless” by “Sharing”

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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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恩典的分享者

初信成長 長大成熟慕道尋求未曾所知

愛

決志信主



成為神恩典的分享者

『使命、責任、理念、犧牲』 
 

『感動、愛心、行動、分享』 
 



成為神恩典的分享者

出於憐憫的心懷 
  

分享所得的恩典 
  

傳遞屬神的真道 
  

以生命影響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