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博文傳道

我的名字



2015年的調查
澳洲有超過600萬
人有肥胖的問題



思想
出門時一定要檢查，不能夠忘了帶的是什麼
東西？



基督徒的生命是社會的良心，
是被神用來影響世界的



羅馬書12章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

基督徒的生命是社會的良心，
是被神用來影響世界的



提摩太前書 1 章 12 – 17 節

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
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
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
做的。
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
有信心和愛心。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
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
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
做榜樣。
17 但願尊貴、榮耀歸於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
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施博文傳道

從前我是
如今我是
將來我是



1 從前我是...

提前 1章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
候而做的。



1 從前我是...

使徒行傳 26章
9 從前我自己以為應當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10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這樣行了。既從祭司長得了權
柄，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裡。他們被殺，我也出
名定案。
11 在各會堂，我屢次用刑強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
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



1 從前我是...

提前 1章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
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
做的。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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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前我是...

提前 1章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
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
做的。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
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思想 你會怎麼填“從前我是...”這個句子？



1 從前我是...

撒母耳記上 16章
7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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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上 16章
7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揀選他。因為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1 從前我是...

哥林多後書 4章
4 此等不信之人，被這世界的 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基督本是
神的像。



1 從前我是...

馬太 22章
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
的 神。
39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
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1 從前我是...

思想 我們與神是否有親密的關係？

思想 我們如何實踐愛人如己的教導？



2 如今我是...

提前 1章
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
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
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時候而做的。 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
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15「基督耶穌降
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
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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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你會怎麼填“如今我是...”這個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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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今我是...

詩篇103篇
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3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4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
5 他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2 如今我是...

詩篇103篇
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
愛。
9 他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10 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
報應我們。
11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
的大！



2 如今我是...

從同性戀、毒梟到教授
袁幼軒生命的翻轉



2 如今我是...

從同性戀、毒梟到教授
袁幼軒生命的翻轉 父母親都是高級知識份子

就讀牙醫科系
同性戀
毒販
9.1 公噸毒品
愛滋病患
母親7年的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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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 29章
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
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
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
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2 如今我是...

從同性戀、毒梟到教授
袁幼軒生命的翻轉 父母親都是高級知識份子

就讀牙醫科系
同性戀
毒販
9.1 公噸毒品
愛滋病患
母親7年的代禱

提摩太前書 1 章
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
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
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
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樣。



2 如今我是...



2 如今我是...

加拉太書 2章

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

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

己。



2 如今我是...

加拉太書 2章

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

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

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

己。

思想 我們有勇氣在眾人面前宣告，
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嗎？



3 將來我是...

加拉太書 2章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舍己。



3 將來我是...

保羅說，

將來我是給後人做榜樣的 （提前1：16）

將來我是與主同復活的（弗2：5-6）

將來我是與主同得榮耀的（羅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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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你會怎麼填“將來我是...”這個句子？



3 將來我是...



3 將來我是...

羅 8章 17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I am Jack.

4 結論 – 我的名字



I am Jack.

4 結論 – 我的名字

I am Forgiven.



4 結論

Forgi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