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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的⽣命，有什么
益处呢？⼈还能拿什么换⽣命呢？” 太16:26 

基督徒的⽣活觀



惟⼀的⽣命，⽣命的惟⼀ 

耶稣基督降⽣，为⼈类带来⼀条既新且活、充
满光明的道路。当基督还未降⽣时，⼈类的⽣
命在⿊暗、痛苦、患难和绝望中；耶稣来了，

带给我们唯⼀的盼望。耶稣就像清晨旭⽇照

亮我们⼀群本在⿊暗中的⼈，将我们的脚引到
平安的路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
命。」我们今天是否⾛在耶稣基督要我们⾛的
⽣命道路上？我们做了⼈⽣最重要的選擇吗？ 

“敬畏耶和华⼼ 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

⽣命为赏赐。” 箴22:4  
“The reward of humility and the fear of the Lord 
are riches, honor and life.”Proverbs 22:4

惟⼀的⽣命，⽣命的惟⼀ 



惟⼀的⽣命，⽣命的惟⼀ 

丰盛⽽满⾜的⼈⽣道路

第⼀个条件：敬畏耶和华，这份

敬畏来⾃对神的认识，使⼈⼀⽣得以
经历 神。

第⼆个条件：谦卑

“他本有　神的形象， 不以⾃⼰与　神同

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 取了奴仆的形

象， 成为⼈的样式； 既有⼈的样⼦，就

⾃⼰卑微， 存⼼顺服，以⾄于死， 且死

在⼗字架上。”腓 2:6-8 

“虚⼼的⼈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太  5:3



得富有： “我的　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
基督耶稣⾥，使你们⼀切所需⽤的都充
⾜。”腓4:19 “And my God will supply all 
your needs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in Christ Jesus.” 

得尊䒩：“败坏之先，⼈⼼骄傲； 尊荣以
前，必有谦卑。”箴⾔ 18:12 “Before 
destruction the heart of man is haughty, 
But humility goes before honor.“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分；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绳
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诗 16:5-6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
收永⽣。”加 6:8 

失落，绝望，怒氣，焦虑或悔恨，背棄，虐待，傷
害，谎⾔，上瘾，⾃我懷疑，過错，傷痛，骄傲



得⽣命：「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净了。 你们要常在我⾥⾯，我也常
在你们⾥⾯。枝⼦若不常在葡萄树上，⾃
⼰就不能结果⼦；你们若不常在我⾥⾯，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常
在我⾥⾯的，我也常在他⾥⾯，这⼈就多
结果⼦；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
么。」约 15:3-5 

神赐我们的「⽣命」是不论⾁体的⻓
短，⽽是宝贵的、永恒的属灵⽣命。这
⽣命有圣灵内住，有活⽔涌流到永⽣，
在永恒中与神同享永远的快乐。

我们从神那⾥得到的最⼤祝福，就是知
道⾃⼰的贫穷。- Oswald Chambers* 
*author of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在难处中与 神同⾏：遇上逆境要⽐在顺
境中更得蒙神的福⽓，当处逆境时，我们
就求神改变我们⾯对逆境的态度，那便能
胜过逆境， 旧约⾥的约瑟，末底改！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失明，
失聪，但她曾说：“⼀个⼈如果在⼀⽣
中，尤其在他成年的⽇⼦⾥，有数天看
不⻅或听不到，这将会成为其⼈⽣中很
⼤的祝福。因为未经历过⿊暗，不懂欣
赏光明；在寂静中，我们才能欣赏听到
声⾳的喜乐。”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的，因为我的能⼒是在⼈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所以，我更喜欢夸⾃⼰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覆庇我。”林后 12:9 



“你要专⼼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的聪明， 
在你⼀切所⾏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
路。” 箴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在世俗⽂化⾥： ⽆法倚靠神 

⼀直以来世俗社会不信有神同在，但⼈们卻在痛
苦之中！在2000年華⼈作家⾼⾏健因为⼩说“灵
⼭”得到诺⻉尔⽂学奖，他的⼩说可以是存在主义
代表座之⼀！它充满着焦虑、空虚，只寻求荣耀
⾃⼰！巴别塔时代⼈已经积极努⼒建造⾼塔，要
塔顶通天来荣耀⾃⼰。直⾄今天⼈类仍然寻求荣
耀⾃⼰，这是世俗⽂化！我们如何在这世俗⽂化
中寻求凡事荣耀 神？ 



“你要专⼼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的聪明， 在你
⼀切所⾏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  “Trust in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do not lean 
on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n all your ways acknowledge 

Him, And He will make your paths straight.” 

1. 正常基督徒的倚靠：全身专⼼投靠！顺
境时感恩，逆境时对 神说：感谢 神让我经
历这事，求您帮我在逆境中学到功课！⽆
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知⾜，是因为他懂得
怎样专⼼⼀意的相信並倚靠 神。

世俗的倚靠：1. 完全靠⾃⼰ 2. 样样都靠

不正常基督徒的倚靠： 
                  1. ⾃⼰決定  
                  2. 脚踏两⽀船 



2.  基督徒的倚靠：放下⾃⼰聪明的倚靠 

⼀个不懂得放下⾃⼰的⼈，是⼀个不懂得彻
底倚靠 神的⼈。旧约中，神要⼤⼤使⽤摩
⻄，⽤四⼗年的时间叫他学习放下⾃⼰，放
下⾃⼰的聪明，神将摩⻄放在旷野四⼗年，
牧⽺给他学习到：⼈好像⽺⼀样，倚靠⾃⼰
是不⾏的，必须倚靠牧⼈。 

3.  基督徒的倚靠：认定 神的倚靠 

「认定」即 「知道」之意，全⼈投⼊去体验、去
确认，我们愈认识 神，愈懂得去投靠祂！我们的  
神⼤事⼩事都管，我们的 神是改变环境的神，我
们的 神是满有慈爱的，世上没有任何慈爱可以
与 神的慈爱相⽐。因为 神所要的是⼀个全⼈、
全时间依靠祂的⼈。 



惟⼀的⽣命，⽣命的惟⼀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
⾃⼰，除去身体、灵魂⼀切的污秽，敬畏　神，

得以成圣。”林后7:1

敬畏之⼼： 分別

“有声⾳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仆⼈哪， 凡敬畏
他的，⽆论⼤⼩， 都要赞美我们的　神！”  啟19:5

敬畏之⼼： 赞美

“故此，你们要顺服　神。务要抵挡魔⻤，魔⻤
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 4:7 

敬畏之⼼： 顺服



撒但想要你遠離 神的能⼒

以智慧勝过困惑

以平安勝过焦慮

他寻找机会破壞你的诚實

他想要使你充满焦虑不安

以能⼒勝过軟弱

他寻找机会破壞你的良善 以良善勝过邪惡

他想要使你充满懷疑不信

他想要使你充满困惑混亂

他樂於引诱你犯罪

他恨惡你祷告

以信⼼勝还懼怕

以經⽂勝过试探

以祷告勝过患難

以真理勝过邪惡

Overcomer 得勝者 - Dr.David Jeremiah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