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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特質 The trait of life

• 耶穌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
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
命。（路 9:24）

• Jesus said: whoever wants to save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but whoever loses their 
life for me will save it. Luke 9:24



• 奉主差遣 Sent out by the Lord

• 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
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
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路 10:1）

• After this the Lord appointed seventy-
two others and sent them two by two 
ahead of him to every town and place 
where he was about to go. Luke 10:1



1.成功的人生是 被神使用 的人生

• A successful life is a life used by God.

a.人生的特質：被主使用就得著，不被主
使用就失去，越為自己越空虛

b.沒有人是單獨被主所使用，總是一同被
主所使用

c.神在何處使用我們？神是在他的國度事
工上使用我們



• 改變的生命 A changed life

•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
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我從前是褻
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提前
1:12-13）

• I thank Christ Jesus our Lord, who has given 
me strength, that he considered me 
trustworthy, appointing me to his service. 
Even though I was once a blasphemer and a 
persecutor and a violent man… 1 Tim. 1:12-
13



• 改變的事奉 A changed ministry

• 那七十個人歡歡喜喜的回來，說：
「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
們。」（路10:17）

• The seventy-two returned with joy and 
said, “Lord, even the demons submit to 
us in your name.” Luke 10:17



2. 成功的人生是 被神改變 的人生

• A successful life is a life changed by God.

a.在被神使用的過程中就會經歷到神

b.經歷到神就會被神所改變

c.神改變我們的生命，也改變我們對他的
事奉，更加彰顯他的榮耀



• 終極的接納 The ultimate acceptance

•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們就歡喜，要
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歡喜。（路
10:20）

• However, do not rejoice that the spirits 
submit to you, but rejoice that your 
names are written in heaven. Luke 10:20



• 終極的認可 The ultimate approval

•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
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
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
人的快樂。（太25:21）

• His master replied,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You have been faithful 
with a few things; I will put you in charge 
of many things. Come and share your 
master’s happiness!’ Matt. 25:11



3. 成功的人生是 被神認可 的人生

• A successful life is a life approved by God.

a.人生最大的成就在於得到神的認可

b.要因你們的名記錄在天上而歡喜

c.神稱讚那良善而忠心的僕人



都是恩典 All of grace

• 生命的本身是神的恩典 Life itself is God’s grace.

• 生命被神使用是神的恩典 To be used by God is 
God’s grace.

• 生命被神改變是神的恩典 To be changed by God 
is God’s grace.

• 人生被神認可是神的恩典 To be approved by 
God is God’s grace.

•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It’s all of God’s grace.



如何得救 How to be saved

A.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是一個
罪人*。

B.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因信耶
穌而被神稱義**。

C.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宣告你的信心，將耶穌
接到心中，使他成為你的救主與生命之主***。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Rom. 3:23）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羅 Rom. 3:22）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羅馬書Rom.  10:9）



門徒初步 A disciple’s beginning steps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Be baptized into 
Christ.*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Set apart the Lord’s 
Day to worship God.

3. 研讀聖經，靈命得著餵養 Study the Bible so 
you’ll be nourished spiritually.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Live your life in 
fellowship and love one another.

 豈不知我們這受浸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浸歸入他的死嗎？
Or don’t you know that all of us who were baptized into Christ Jesus 
were baptized into his death? 羅 Rom. 6:3



Hear the sound of

O.C.E.A.N.
Offering of prayers 獻上禱告的祭（倚靠神）

Contact 與人接觸（建立關係）

Evangelism 傳福音（呈現耶穌）

Assimilation 融入群體（連於基督的身體）

Nurture 培育門徒（跟隨耶穌）



• 感謝神，在推動 OCEAN 的這一年期間
（2013 May – 2014 May）：

–受浸：35人（人數最多的一年）

–門徒訓練：Masterlife進入第四屆

–主日學及團契：增長 30% 

–主日崇拜：增長 30%

報告 Re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