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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pandemic. It’s time to Be Strong!

疫情不是軟弱的時候，
乃是剛強的時候

Disciples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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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對象

耶穌的作法

他的門徒中，
有好些人聽見了，
就說：

這話甚難，

誰能聽呢？
(約 6:60)

MAX ELEVATION

最高提升度



信息對象

教會講台(應該的)作法

將主的信息，

傳給願意領受的人

你是有價值的人
（最大接受度）

你要做有價值的事
（最高提升度）



因價值觀不同而產生的

兩種幸福感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
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他必看
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
（賽53:5, 11）

耶和華啊，求你用手救我脫離世人，脫離
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財寶
充滿他們的肚腹；他們因有兒女就心滿意
足，將其餘的財物留給他們的嬰孩。（詩
17:14）



有關核心價值的兩件事

1. 「生命變化」導致「價值提升」

2. 價值提升，神人關係提升，祝福也提升

生命變化導致
價值提升



保羅的價值提升

腓3:7-8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
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
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
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
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
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1. 核心價值

2. 生命信息

3. 基督事工

4.
家庭
事業

門徒的人生 The Life of A Disciple

Core Value

Life Message

Christ Ministry

Family and Work
家庭事業來自基督事工，

基督事工來自生命信息，

生命信息來自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是耶穌基督。



耶穌論根基

•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
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
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
水沖，風吹，撞著那房
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
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
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
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
沙土上；雨淋，水沖，風
吹，撞著那房子，房子就
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
大。（太7:24-27）



價值定位、比較，和人生取捨

1. 門徒的價值定位：以認識我
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2. 門徒的價值比較：將萬事當
作有損的

3. 門徒的人生取捨：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價值定位

價值比較

人生取捨



價值的重估 A Re-evaluation of Values

•保羅出生高貴，為律法熱心，有高尚的社會地位，為同胞所認可，
為上級所賞識。種種的條件，都對保羅有益。保羅信主之後，產
生了價值的重估。先前以為對自己有益的，現在因為耶穌基督的
緣故，都當作有損的。

• 從前的我：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可
以靠著了。我第八天受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
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法利賽人；就熱心說，我是逼迫
教會的；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 現在的我：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3:4-7)



天國的寶貝，重價的珠子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裡，人遇見了就把他藏起來，歡歡
喜喜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天國又好像買賣
人尋找好珠子，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
所有的，買了這顆珠子。（太13:44-46）



有人信主之後，為主捨棄財富、地位…

就算不捨棄，也會有價值的重估

因為耶穌改變了他的生命

有人一信主就重估，有人比較慢

有人大幅度重估，有人小幅度

有人 “信主”，是要主賜他健康、財富、地位…

他沒有為主改變價值，反倒要主來成全他的價值

他信主與否，值得重估…



我當作…我看作… I consider…I consider…

•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 What is more, I consider everything a loss because of the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se sake I 

have lost all things. I consider them garbage, that I may gain 

Christ…

• 價值重估是「我」意志性的決定，一個人信主之後對價值的重新排列。
在門徒的價值系統中，耶穌基督被列於首位。萬事都可丟棄，丟到最後，
剩下那一個不可丟棄的，就是耶穌基督。



門徒的核心價值是耶穌基督

•價值誤區一：宗教和政治
• 耶穌又進了會堂，在那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眾人窺探耶穌，在安
息日醫治不醫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穌。耶穌對那枯乾一隻手的人說：「起
來，站在當中。」又問眾人說：「在安息日行善行惡，救命害命，那樣是
可以的呢？」他們都不作聲。耶穌怒目周圍看他們，憂愁他們的心剛硬，
就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手一伸，手就復了原。法利賽人出去，
同希律一黨的人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穌。(可 3:1-6)

• 法利賽人：宗教人士。

• 希律黨人：政治人士。

• 耶穌對宗教和政治人士發怒，宗教和政治人士要除滅耶穌。



宗教做過不少好事，不可將它的功勞一筆抹煞

但是，當宗教攔阻你認識耶穌時，問題就來了

你是要耶穌，還是要宗教？

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只要宗教，不要耶穌

他們要除滅耶穌，他們的宗教容不下耶穌

信主的人要耶穌，沒有宗教也可以

信教的人要宗教，沒有耶穌也可以

保羅以耶穌為至寶，放棄了宗教。你呢？



門徒的核心價值是耶穌基督

•價值誤區二：個人追求
•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
子，我當做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看著他，就愛他，對他說：
「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
還要來跟從我。」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
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周圍一看，對門徒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
等的難哪！」(可 10:17, 21-23)

• 這個人追求永生，耶穌也愛他。但是，刀當耶穌要求他作選擇時，他卻
選擇財富，放棄了耶穌。



「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
許多人聽過這句耶穌的名言，卻不知這句名言的
背後有一個追求永生的故事。

他不以金錢為滿足，向耶穌虔誠詢問，想要追求
永生。耶穌看著他，就愛他。一切似乎很美好，
最後他卻離開了耶穌。為什麼？

耶穌叫他放棄財富，他卻放棄了耶穌！敬虔的態
度、永生的追求、對耶穌的仰慕足以使人作宗教
徒，卻不足以作門徒。門徒的特點是他們在人生
的選項上總是選擇主，總不放棄主。



門徒的核心價值是耶穌基督

•價值誤區三：人間善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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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以賣許多
錢，賙濟窮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什麼難為這女人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只是你們不常
有我。他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做的。」 (太 26:9-12)

• 女人將一玉瓶極貴的香膏澆在耶穌身上，門徒認為是枉費，耶穌認為是
美事。耶穌和門徒有不同的價值觀，誰的看法是對的？



從價值比較到人生取捨

從因信稱義到認識基督

腓 3:8-11

• （價值比較）不但如此，我也將萬
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

• （人生取捨）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 （因信稱義）並且得以在他裡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
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
義，

• （認識基督）使我認識基督，曉得
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
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
從死裡復活。（腓3:8-11）



按照你的核心價值來經歷人生

1. 門徒的起點和終點都是基督

2. 追求「認識基督」的兩個重點：
A. 曉得祂復活的大能（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B. 曉得祂受苦的團契（the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3. 積極的生活態度：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祂復活的大能！

祂受苦的團契！
追求



曉得祂復活的大能
Knowing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耶穌從死裡復活，以生命的大能勝過死亡和敗壞

•在我的肉體上，認識祂復活的大能

•在我生活的每一方面，認識祂復活的大能



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

• 復活是「生命勝過死亡」。因為罪的緣故，我們的生命從一出生就走向死亡；

敗壞是從死亡來的，因此也同時走向敗壞。光潤的皮膚起皺，身體的機能衰

退，記憶力減弱，行動力變緩…除了這些，還要加上心靈的退化和道德的汙

染。從各分面來看，我們的一生都在走向死亡和敗壞。

• 「曉得基督復活的大能」就是「親身經歷到生命勝過死亡」，你在基督的得

勝上有分。這是門徒的特殊經歷，今生有內心的復活，末日有身體的復活：

• 所以 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inwardly we are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

比、永遠的榮耀。（林後4:16-17）



曉得祂受苦的團契
Knowing the Koinonia of His Suffering

•耶穌為了救贖人類而受苦，死在十字架上

•門徒背起十字架跟從主，在同一條道路上受苦

•我們若在主的受苦上有分，也要在主的復活上有分



最積極的生活態度
The most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13-14）

1. 有一個神看為有價值的目標

2. 不向後看，只向前看

3. 努力做好眼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