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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3到23
BBC, Apr 8, 2022

Researcher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have rejuvenated a 

53-year-old woman's skin cells 

so they are the equivalent of a 

23-year-old’s. 

劍橋大學的科研人員使用克隆

技術，將一位53歲婦女的皮膚

細胞恢復活力到23歲。他們盼

望有一天可將這項技術用在與

老化有關的疾病，如糖尿病、

心臟病，腦神經失調等。

變年輕的皮膚細胞



人類的神話：從猿人到「人神」

•書名：Homo Deus, 2016

•作者：以色列歷史學家 Yuval 

Noah Harari

•翻譯：未來簡史；人類大命運

•內容：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改

變身體結構，壽命和能力暴增，

成為神一樣的存在



從不老神話，到基督裡的更新

•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啟21:5）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在基督

裡眾人也都要復活。（林前15:22）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

有義居在其中。（彼後3:13）

W.Wang

•基督裡的更新

1. 心意更新

2. 行為更新

3. 身體更新

4. 天地更新



做新造的人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
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從此以後人都
不要攪擾我，因為我身上帶著耶穌
的印記。（加6:15, 17）

W.Wang

•宗教人士看重外表
認同，耶穌看重你
與他的關係。

•基督是本，其他都
是末，捨本逐末造
成信仰危機。



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
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
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
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太9:17）

W.Wang

•宗教人士問耶穌：
為何不禁食？為何
與稅吏罪人吃飯？

•耶穌回答：你若想
裝新酒，必須先成
為新皮袋。



心意更新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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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2:2）

W.Wang

•除了宗教，影響你
最大的就是世界。

•對著耶穌心意更新，
對著神的話語改變
過去的觀念。



在觀念上捨己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
（aparneomai, deny 否認）己，天
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
9:23）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夜雞叫
以先，你要三次不認（aparneomai, 
deny 否認）我。（太26:34）

W.Wang

•跟從耶穌必須捨己，
就是「在耶穌面前
所做的自我否定」
。

•捨己包括觀念上的
捨己。



三觀不毀，門徒不立

•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
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
又要建立、栽植。（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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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3:7-8）

W.Wang

•建立、栽植之前，
先有拔出和拆毀：

1. 世界觀

2. 人生觀

3. 價值觀



會堂中的偏心與惡意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

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

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

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看重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

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

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

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

（雅2:1-4）

W.Wang

•在信徒聚集之處，
看到偏心與惡意。

•以貌取人，嫌貧愛
富，信徒的行為虧
缺了主的榮耀。



瞬間的價值判斷

•你們受浸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了。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
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
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
3:27-28）

W.Wang

•別人如何判斷你的

價值：

1. 種族

2. 社會地位

3. 貧富

4. 男女



來自「共同觀念區」的誘惑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
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1:1-2）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
我往帖撒羅尼迦去了。（提後4:10）

W.Wang

1. 世俗主義：今生今

世，其他免談。

2. 物質主義：有錢才

是硬道理！

3. 個人主義：那時以

色列中沒有王，各

人任意而行。



唯物論的困境

•唯物論 Materialism：哲學理論，認
為世界的基本成份為物質，所有的
事物（包含心靈及意識）都是物質
交互作用的結果。

W.Wang

•愛與公義：唯物

論所憧憬的美好

社會，必須要靠

非物質的因素來

完成，這是唯物

論的困境。



意義的來源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
設的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
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
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
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詩8:3-5）

W.Wang

•「意義」不是來

自個體的本身，

而是來自與個體

相連的事物。

•你與神相連，因

此而有意義。



「瞎子領瞎子」的奇景

•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

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裡。（太15:14）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

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

以拜我也是枉然。（可7:6-7）

W.Wang

•信仰誤區：

1. 信教就是信主

2. 福音就是上天堂

3. 儀式可以救人

4. 得救不需要悔改



連宗派都可能犯錯
SBC apologized for racism and sexual abuse

• The predominately whit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was 
founded in 1845 in support of 
slaveholding missionaries.

• It took SBC delegates 150 years to 
repudiate slavery and apologize 
for racism, in 1995. 

• This year SBC delegates also 
apologized for harm caused 
to church sexual abuse survivors.

https://apnews.com/article/politics-religion-california-southern-baptist-convention-14a5e4fb033a451e3767fd2809bc7dce


美南浸信會醜聞：犯罪與掩蓋

• Widespread sexual abuse cases in Southern 

Baptist churches were reported by the Houston 

Chronicle and San Antonio Express-News on 

February 10, 2019. The report found roughly 

380 clergy, lay leaders and volunteers had faced 

allegations of sexual misconduct, leaving behind 

over 700 victims[1] since 1998. The extent of 

misconduct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work 

within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to 

move sex offenders to other communities and 

resist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culture of abuse.

W.Wa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uston_Chronicl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n_Antonio_Express-New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xual_miscondu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xual_abuse_cases_in_Southern_Baptist_churches#cite_note-Chron1-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uthern_Baptist_Conven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x_offender


我們與民眾的距離

W.Wang

證據之一：全球變暖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嗎？

18-39 40+

全美國 66% 52%

福音派 41% 31%

無信仰 75% 65%



看哪，做新事的神！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
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
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
河。（賽43:19）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
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
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
你的誠實極其廣大！（哀3:22-
23）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

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

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

揚他的救恩！（詩96:1-2）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

他行過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

聖臂施行救恩。（詩98:1）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

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

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

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

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

和聖潔。（弗 4:20-24）



喜愛神的話語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

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

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

的盡都順利。（詩1:2-3）



主旋律：生命勝過死亡

•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的，

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

經上所記「死被得勝吞滅」的

話就應驗了。（林前15:54）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

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

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

吞滅了。（林後5:4）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

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林後5:17）



打敗最後的敵人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

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儘末

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

（林前15:25-26）

• For he must reign until he has put 
all his enemies under his

feet. The last enemy to be 

destroyed is death. (1 Cor. 15:25-
26,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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