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全球華人基督教十大關注新聞 

一.	  中國浙江省強拆逾400處教堂十字架 

二.	  學者揚言中國將成為基督徒人數第一大國	  
三.	  重量級華人基督教領袖簽署《普渡共識》	  
四.	  世界華福中心「異象2020：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差傳」

大會順利完成	  
五.	  南韓最具影響力牧師趙鏞基瀆職及貪污罪	  
六.	  全球各界基督徒見證上帝作為 

七.	  演藝界基督徒將榮耀歸給上帝 

八.	  香港教會在「佔領中環」問題上起衝突分化	  
九.	  全球同性戀運動持續 

十.	  北美第一個華人基督教電視台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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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界基督徒見證上帝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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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由與中國社會：典型案例學術研討會」 
華人基督教領袖簽署《普渡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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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福中心「異象2020：門徒導向的跨文化差傳」 



	  	  	  我們教會今年的目標	  
	  

“生命更新，教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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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聖約播道會主任牧師楊桂炎牧師： 
主的「標準」不是數字，⽽而是順服，「⼀一個好的
信徒是⼀一星期只聽⼀一個好道，但是整個星期去順
服所聽這個好道」，可是現今的信徒懂得太多，
做得太少，順服得也太少。 



	  	  	  來跟從我（1）：	  
	  

瞻仰祂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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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可 10:17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
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甚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10:18	  耶稣
对他说、你为甚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　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
善的。 10:19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10:20	  他对耶稣说、
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10:21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
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
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10:22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
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10:23	  耶稣周围一看、对
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10:24	  门徒希奇
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
何等的难哪。 10:25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　神的国、还容
易呢。 10:26	  门徒就分外希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10:27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　神却不然．因为　神
凡事都能。10:28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
从你了。  



“我当作甚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10:17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
说、良善的夫子、我当作甚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提問的人：	  
1）富有，少年，官	  
2）對耶穌有一定的認識，跪

3）對生命有追求

我們自己，我們周圍充滿了這樣的人！ 



The	  Top	  10	  Tes/monies	  of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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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缺少一件”	  
10:19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
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10:20	  他对耶稣说、夫子、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10:21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1）少年官：守誡命，好行為	  
2）耶穌：

－教導，詢問

－愛他

－指明／顯明



“忧忧愁愁的走了”和“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10:22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
的产业很多。 。。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哪。。。 10:26	  门徒就分外希奇、对他
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10:28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1）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	  
2）彼得／門徒：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

其實都有要對付的問題和挑戰。 



步驟：	  
1）是否真心向神提問？（而不只是向自己／

他人詢問）	  
2）是否明白神的回答？	  
3）是否有省察自己的內心和真實光景？	  
4）	  
5）	  
6）是否能行出來？	  
7）結果：不願意；我現在還可以；再等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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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常是我們與神相交的過程！ 



“你還要來跟從我”	  
10:21	  。。。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
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耶穌回答簡單，但實在體現祂對
這位少年官的愛。	  

Q：耶穌的回答為甚麼這麼自信？



瞻仰他的荣美	  
詩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
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林前2:9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
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2:10	  只有　神
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　神深奥
的事也参透了。。。 2: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　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約17:3	  认识你独一的真　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弗4:11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
师． 4:12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4:13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　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瞻仰他的荣美（2）	  
詩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
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3:8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
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細節 
階段：	  
1）是否真心向神提問？（而不只是向自己／

他人詢問）	  
2）是否有明白神的回答？	  
3）是否有省察自己的內心和真實光景？	  
4）是否有瞻仰祂的榮美？	  
5）是否對神說我願意，求祂來幫助你？	  
6）是否能行出來？à 神，你能！	  
7）結果：我來跟從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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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10:27	  在人是不能、在　神却
不然．因为　神凡事都能！ 



一位帶敬拜的人(worship	  leader)的心聲	  
There	  is	  no	  greater	  love	  than	  this,	  let’s	  sing	  the	  song	  of	  Jesus.	  
	  

Song	  of	  the	  Songs,	  Song	  of	  Jesus,	  no	  greater	  passion,	  no	  greater	  
love,	  no	  greater	  life	  than	  the	  story	  of	  Jesus,	  it	  goes	  on	  and	  on.	  
	  

So	  tell	  us	  Your	  Story,	  Sing	  us	  Your	  Song.	  We	  will	  join	  the	  chorus,	  
we	  will	  sing	  along.	  
	  

Lord,	  we	  want	  to	  be	  those	  who	  sing	  the	  Song	  of	  the	  Lamb,	  even	  to	  
the	  end;	  To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to	  Make	  Your	  Name	  
known,	  to	  sing	  Your	  Song,	  to	  tell	  Your	  Story;	  
	  

No	  greater	  song	  than	  song	  of	  all	  songs,	  no	  greater	  story	  than	  your	  
story,	  no	  greater	  love	  story,	  wrap	  us	  in	  it.	  	  
	  

Story	  of	  Jesus,	  the	  song	  of	  all	  Songs.	  	  
	  	  



回應詩歌：	  
	  

一生一世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