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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以弗所1：17-19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
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
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
何等的指望，他在聖徒中的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
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
何等的大。

哥林多後書4:7-10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里，要顯明這莫大的力，
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自我省察

1，看到我們的本像

2，看到我們的無能

我們無法預測人生

3，經歷有神在我們心中的不同

顯出神的大能大力

給我明確的方向



不同的目標

我領

導

力 神

僕
人

式

領
導

力

權力

自
我

名譽

金
錢

不

斷
自

我

更
新

榮耀神

建立神的國度

基督徒職場領導力職場領導力

見
證
神
的
能
力

別
人
的
祝
福



1，在職場上看到人的本相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是自私的
人是驕傲-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人貪臠-人的心是一直想要
為達到目的不折手段
總是看到他人不是-
人類最大的優點就是最會看到他人的缺點



成功神學

• 2，我們反對非聖經的教導認為屬靈福氣是
可以從物質福氣來衡量的，或者認為財富
一定就是神的祝福的象徵。

• 3，我們反對任何危險地衝突違背神的掌權
的論點。這些論點是說人生活上的成功是
完全介於人的努力掙扎，談判或聰明



，How a near fatal climbing accident force 
me rethink ministry by 

Rev. Nathan Conrad 

Will Gadd, American’s foremost authority on climbing, 

watched the video and posted it to his blog, offering a helpful but

brutally honest critique of my climb. In a series of lengthy posts,

Gadd told the climbing community that I had “absolutely no

business being on lead on ice.” He called my footwork “terrible” 

and he was amazed I hadn’t fallen earlier. Gadd concluded his first

post by telling his readers that I should say to myself, “Only through

incredible luck did I not completely fell to worst for the rest of life.”



我自己的例子

詩篇119篇71節

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

的律例



學箴言有感

人生七十古來稀頭頂見皮髮漸稀
歲月追趕皮肉鬆只嘆老我不再強
拿起球怕像專業回到家中悔不初
背痛腰痠挺不直想起箴言無智慧



2，我們無法預測未來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箴言19：21

我在加拿大的見證



慕道朋友們,你心中可能有的疑问

• 也许你会问你信了神,不但没有得到神的保佑与
祝福,反而还落得如此悲惨的结果?我何必要信？

• 也许你会问发生这种事,我不信与信的人有什么
不同? 也是要经过身体心的医疗,复建的过程, 终
究会好的?

• 也许你会问这样的神似乎一点也不公平?

• 也许你会问,信了神要有太多的的付出,我没有这
麽多的时间?

• 也许你会问,我相信这位神後,会不会遭遇你同样
的不幸的命运?



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
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
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
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
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林后4：16-18

So we do not lose heart. Even though our outer nature is wasting 
away, our inner nature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For this 
slight momentary affliction is preparing us for an eternal 
weight of glory beyond all measures, because we look not at 
what can been seen but at what cannot be seen; for what can 
be seen is temporary, but what cannot be seen is eternal. 

2 Corinthians 4:16-18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
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
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
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
要行在在其间”。

以赛亚30：20
Though the Lord may give you the bread of adversity  and the 

water of affliction yet your Teacher will not hide himself any 
more, but your eyes shall see your Teacher. And when you 
turn to the right or when you turn to the left, your ears shall 
hear a word behind you, saying “this is the way; walk in it.”

Isaiah 30:20



在我人生遭难最痛苦的日子里

1, 在我祷告尋求他时,我就能從神直接得到安慰,在
我读聖经时,我能從聖经中得到启示. 这位神是无
所不有,无时不在奇妙的神。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2, 我从周遭的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認识的,有素
昧平生的照顾我,帮助我,不为报酬,没有要求,没有
利害关系,没有一点私心，世间稀有的真诚,无私,
奉献的爱. 我全都经历到了

3,在我工作,事业上遇到徬徨时,不知道前途如何?不
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选择? 神在适
当的时间,就会开一扇一扇的门. 他的帮助是如此
的及时.总是一步一步牵着我的手带领我。



在我人生遭难最痛苦的日子里
4,每一次的困难，痛苦，昏暗，摸索，憂慯时刻,神不
慬安慰我,他还会提醒我“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我
们还有什么惧怕呢？靠着爱我们的主，有什么不能
做呢？靠着这大能的神，我就会在世人面前更加努
力，更加负责，更加小心，更加学习,我就能在事业
上荣耀神。经过这种一而再的提醒，神终于养成了
我有正面,积极,乐观,充满激情,动力的人生观。

5，让我深深理解，人生的际遇再差，再倒霉，再不如
意，又怎様呢！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 我们最美
的时刻是在那一天，我们要面对面见到这位创造宇
宙万物尊贵荣耀的主，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荣耀，
何等的美丽。他要为我们亲自擦亁这世上一切的忧
愁，苦难,悲傷的眼泪。



人生在世的各种痛苦与遭遇的背
后,都隐藏了神伟大治疗的力量,
给了我们对神,人,自己,事物以
及世界有全新的思维以及认识.



“终日奔波只為飢，方才一飽便思衣。飲食衣服
皆般足，又想嬌容美貌妻。

娶得美妻生下子，恨無田地少根基。田園置得多
廣闊，出入無船少馬騎。

槽頭拴了骡和馬，嘆無官職被人欺。縣丞主簿還
嫌小，又想朝中挂紫衣。

當朝一品做宰相，又想做王奪帝基。做了皇帝想
長壽，最好長生無老期。

四處尋訪不老藥，再跟上帝論高低。若要世人心
满足，除非南柯一夢夕”。

不知不覺，隨波逐流，忘記耶穌這位至寶

我們忙著尋求世界的寶



3，經歷神在我們心中的不同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申命记33:25

靠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能行
腓4:13

I can do all thing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Philippians 4:13



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
等浩大

你是否有雙屬靈的眼睛，真正認識
祂？並且經歷過他的大能大力？

David  Oakes



台南戒毒所-神大能的彰顯

清晨禱告，徹底悔改，回應呼召



War Warrior Assist（WWA）
2012年一位名叫約翰的年輕人，他23歲在伊拉克服役三年，
在距離他正要退伍的4個月，他與他小組夥伴，在巡邏的
時候。他的夥伴踩到地雷。他的夥伴當場被炸血肉模糊。
他自己一陣劇痛，他就失去知覺。等到他醒來。他已經
在德國漢堡的軍醫院。他才發現。他失去了雙腿。接下
去他花了兩年的事從一個醫院到另一個醫院，不停地一直
他的雙腿以及其他一些被炸的受傷的不同部位。那一段時
間，他有經歷離婚。因為他的妻子說他沒辦法與一沒有
雙腿的人繼續生下去。在他還沒回到美國，他的妻子帶
著他的孩子就離開了他。終於醫院讓他出院，退役回家。
這時候他只能坐在輪椅裡。他想回到他在Iwoa 的老家。
他高中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到機場來接他。



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的生活会凡事如意
但是神却能把我们藉感恩提高我们的高度



人生在世的各种痛苦与遭遇的
背后,都隐藏了神伟大治疗的力
量,给了我们对神,人,自己,事物

以及世界有全新的思维以及认
识.



立志 + 熱情+勇氣 行動

你是否願意把神的名帶
進你的產品包裝上？

你是否願意穿著白袍拿著“要
人得永生“牌子站在台北市人
流量最多的火車站？



真的有神在我們心理

1，主日的時候不會爭戰要不要來！
2，每天起床就是讚美，感恩不斷！
3，每天都是感恩，抱怨一掃而光！
4，不會為金錢的奉獻在爭扎！
5，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6，每天都會提醒自己，這一天要為你活！
7，要為你做至少一個見證！
8，要讀你的話語，雖然記不得每個字，我會盡量去
做，要討主的喜悅！

9，每天都要以信心來過日子！
10，有什麼過節，先饒恕他人！
11，對自己的家人更好一點！



總結：沒有任何事讓我們與那釘痕
的手分離

一個父親與兒子走在路上，父親對兒
子說：“握住我的手”，孩子回答說
我正握著你的手，父親說：“我要你
緊緊握住我的手“ 。孩子說我在握著
那。父親說：”當你緊握著我的手，
我可以感到你小手的力量。
弟兄姊妹，當我們的生命在成長時，
我們的父會感到我們握祂那有釘痕的
手是越來越緊。



願神祝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