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ove the Lord in Action Love the Lord in Action 

愛主的實際愛主的實際



可Mark 14:1-9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
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怎麼
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 2  只是說：
「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亂。
3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
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至
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
澆在耶穌的頭上。 4  有幾個人心中很
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
5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窮
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



6  耶穌說：「由他吧！為什麼難為他
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7  
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
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
8  他所做的，是盡他所能的；他是為
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
9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
在什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
人所做的，以為記念。



前言 Introduction

福音 vs. 這女人所做的

主做在人身上 vs. 人做在主身上

主愛人的事實 vs. 人愛主的見證

人記念神 vs. 神記念人

愛主的教會一定蒙神記念



1. 犧牲的愛 Sacrificial love 

可可可可Mark 14:1 過兩天是逾越節，又
是除酵節，祭司長和文士想法子
怎麼用詭計捉拿耶穌，殺他。。。
3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
家裡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
著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
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



1. 犧牲的愛 Sacrificial love

a. 毫無保留 No reservation

可Mark 14： 8 a

他所做的，是盡他所能的

b. 破碎自己 broken herself 

寶盒

方舟

香柏樹

--------------馬槽

--------------漁船

--------------十架



2. 堅忍的愛 Persevering love 

可 Mark 14： 4-5 有幾個人心中
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
香膏呢？ 5  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
兩銀子賙濟窮人。」他們就向那
女人生氣



3. 及時的愛 Timely love 

太Matt. 26 ：2 「你們知道，過兩天是逾越
節，人子將要被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
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 

積極的愛，主動的愛，找機會愛

可Mark 16: 1 過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馬利亞
和雅各的母親馬利亞並撒羅米，買了香膏要
去膏耶穌的身體



4. 謙卑的愛 Humble love 

約 John 12:3 馬利亞就拿著一斤
極貴的真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的頭髮去擦，屋裡就滿
了膏的香氣



5. 貼心的愛
Understanding love 

可Mark 14：8b
他是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

a. 知道耶穌將捨命

b. 承認耶穌是主

--因耶穌的“所為”愛
祂

--因耶穌的“所是”愛
祂什麼是基督徒生命的轉戾點？

What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life of a Christian? 



結語 Conclusion：

約 John 12：4-6 有一個門徒，就是
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 5  說：
「這香膏為什麼不賣三十兩銀子賙濟
窮人呢？」 6 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
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
常取其中所存的。 7  耶穌說：「由他
吧！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8  因
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
常有我。



結語 Conclusion：

常有 vs. 不常有

你的心裡“常有”什麼?

是否也“不常有”耶穌？



全然為你全然為你全然為你全然為你 (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
詞曲詞曲詞曲詞曲：：：：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

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你單單注視你單單注視你單單注視你，，，，喔喔喔喔！！！！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隨著你心律動隨著你心律動隨著你心律動隨著你心律動，，，，
甜蜜的靈來充滿我甜蜜的靈來充滿我甜蜜的靈來充滿我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All my focus and my thoughts
Devoted to You, oh, Jesus

Follow Your heart beat 
Sweet Spirit come fill me up

全然為你全然為你全然為你全然為你 (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
詞曲詞曲詞曲詞曲：：：：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施弘美，，，，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釋放屬天的能力專輯

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
單單注視你單單注視你單單注視你單單注視你，，，，喔喔喔喔！！！！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隨著你心律動隨著你心律動隨著你心律動隨著你心律動，，，，
甜蜜的靈來充滿我甜蜜的靈來充滿我甜蜜的靈來充滿我甜蜜的靈來充滿我

All my focus and my thoughts
Devoted to You, oh, Jesus

Follow Your heart beat 
Sweet Spirit come fill me up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下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給你放手交給你放手交給你放手交給你，，，，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
我願使你歡喜我願使你歡喜我願使你歡喜我願使你歡喜，，，，
對你的愛不斷湧流對你的愛不斷湧流對你的愛不斷湧流對你的愛不斷湧流

I will let go my selfish gains
let go and let You, Oh my Lord

I desire to please You 
My love for You never will end

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下為自己抓住的放下為自己抓住的，，，，
放手交給你放手交給你放手交給你放手交給你，，，，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
我願使你歡喜我願使你歡喜我願使你歡喜我願使你歡喜，，，，
對你的愛不斷湧流對你的愛不斷湧流對你的愛不斷湧流對你的愛不斷湧流

I will let go my selfish gains
let go and let You, Oh my Lord

I desire to please You 
My love for You never will end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
無悔地付出無悔地付出無悔地付出無悔地付出，，，，
只願你心得滿足只願你心得滿足只願你心得滿足只願你心得滿足

All my breath of life poured out to You
as fragrant oil
With no regret, 

may Your heart be satisfied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
無悔地付出無悔地付出無悔地付出無悔地付出，，，，
只願你心得滿足只願你心得滿足只願你心得滿足只願你心得滿足

All my breath of life poured out to You
as fragrant oil
With no regret, 

may Your heart be satisfied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全心來獻上全心來獻上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真摯的愛最深刻真摯的愛最深刻真摯的愛最深刻真摯的愛

All my breath of life poured out to You
as fragrant oil

With all of my heart
I give You my deepest love

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我生命氣息全然為你，，，，
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如同香膏傾倒
全心來獻上全心來獻上全心來獻上全心來獻上，，，，
最深刻真摯的愛最深刻真摯的愛最深刻真摯的愛最深刻真摯的愛

All my breath of life poured out to You
as fragrant oil

With all of my heart
I give You my deepest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