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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08_异象 – 来 

2019年 9月 8日 

 

异象系列 – “来” 

 

欢迎！我叫马太。 

第一次了解基督信仰？欢迎！ 

 

祷告 

 

我们四周的异象系列：一群按照耶稣生命作门徒的人。 

 

这就是门徒训练！ 

我们喜欢这个词：门徒！ 

门徒身份是学校和职业的一种混合···知识与生命！ 

 

例证：电影《功夫小子》 - 好莱坞够最好诠释门徒身份的一部电影。 

• Daniel Larusso – 从新泽西州搬到加利福尼亚州。 

• 作为新来的孩子被欺负 – 被 Miyagi先生救了 – 新老师！ 

• 令人困惑的训练：给汽车打蜡，给围墙刷油漆，让船保持平衡，修剪盆景··· 

 

Miyagi先生的要求： 

上蜡，右手。打蜡，左手。上蜡，打蜡。从鼻子吸气，用嘴呼气 。上蜡，打蜡。不要忘
了呼吸，这很重要。 
 

Daniel看着 Miyagi先生的每一个动作。 

那不仅仅是头脑里的知识···那是把知识付诸实践。 

仙鹤踢！！这叫做门徒身份··· 

 

所以···作耶稣的门徒看起像什么呢？ 

一个门徒/学徒是一个“高端”的基督徒吗？比如，去作宣教士？ 

常常遭遇因基督信仰带来的风险？ 

 

看待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好的方式： 

普通基督徒（第一阶）和危险地“过于投入”的基督徒（第二阶 – 门徒） 

但是，这是耶稣的计划吗？ 

不···完全不是···让我们听听耶稣怎么说： 

 

《马太福音》四章 19节 

19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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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来，并且接受祂的生命！ 

祂赦免、改变、救赎、返工、接纳、无限，和永远的生命。 

 

第一周 – “来”-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被耶稣所爱的 

 

那么 – 是谁被邀请“来”呢？ 

 

读经 - 《路加福音》六章 12-16节 

12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 
13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14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 
15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 
16雅各的儿子（或作：兄弟）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的这十二个跟随者··· 

 

祂呼召打鱼的 – 西门（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 
加利利海··· 

打鱼的 – 粗粝的手、下九流、乡巴佬、蓝领。 

不属于上流社会 

不是那些被宠坏的家伙。 

好的、诚实的、努力工作的人 

例子：加拿大海事多代渔民家庭。 

 

祂呼召税吏 – 利未/马太 

罗马帝国自己不来亲自征税，他们把征税权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富有的犹太人会去投

标） 

税吏强制征收赋税。 

税吏被人瞧不起 – 卖国贼 – 叛徒。 

他们为占领军工作。 

例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第三帝国合作的英国、法国和荷兰公民在战后被严厉惩罚。 

这些犹太人可能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犹太人会堂 - 对于一个村子来讲，这是一个兼具教

堂和社区中心功能的地方。（禁止入内等同于从自己的人民中被驱逐） 

 

耶稣呼召奋锐党人 – 西门 

奋锐党 – 准军事组织！ 

到处可以闻到革命的味道。 

奋锐党 – 是个笼统的总称。 

在这个大帽子底下有很多不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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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却虔诚的（民族主义） - 容易倾向于诉诸暴力。 

想想：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秘鲁的光辉道路党、爱尔兰共和军··· 

爱国、暴力、热心 

短剑党 – 光天化日之下杀害和割裂喉咙。他们把弯曲的波斯刀放在斗篷中。 

奋锐党人西门会瞧不起税吏利未。 

 

巴多罗买/拿但业 - 真以色列人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或者他可能是七十个门徒中的一个） 

当腓力告诉拿但业弥赛亚来自拿撒勒的时候···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耶稣 -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赞扬） 

因着这个赞扬，拿但业成了一个信徒。 

那就是所有他需要的···一个赞扬···嗨，这家伙很酷！我喜欢他！ 
宗教混混和善变。 

这些人很难与之打交道···宗教混混？ 

 

约翰···当时应该还是个十几岁的年轻人。 

彼得将会否认主···多马将会怀疑主···犹大将会出卖主··· 

一些无聊的家伙？我们并不知道。 

是一个三教九流的团队！ 

 

总结 - 打鱼的、税吏、奋锐党人、十几岁的青少年、宗教混混、否认主的、怀疑主的、

和出卖主的··· 

耶稣欢迎多元的、普通的、破碎的、迷失和暴力的罪人来经历神的新世界的秩序。 

 

注释：以色列 - 十二个人就像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这不是个随机巧合）。这是神的百

姓。 

这是在重启神在古时的一个工程。 

 

女人跟随耶稣！好多都是门徒！ 

玛利亚和马大 – 玛利亚选择作门徒！ 

 

注释：一个犹太学生找到拉比并且询问拉比是否愿意像学徒一样带着他们，这很常见。 

但是耶稣反转了这个模式！ 

这完全是关乎祂的邀请！这是恩典！ 

 

《申命记》七章 7-8 节上半 

7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於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
最少的。 
8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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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解释） 

听听那个邀请。神在邀请你到祂自己面前来。 

十字架···耶稣流血并将祂的生命为你舍了的地方。你是被爱的。 

 

Samuel Trevor Francis 在 1890年创作的圣诗： 

深哉，深哉，耶稣的爱，无限广阔无限量！ 
浩浩荡荡犹如汪洋，主爱临我何周祥！ 
 

图片：“救世基督像” 

 
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科瓦多山顶。 

祂的双臂是打开的 – 来。 

其他那些人骑着高头大马，手中握剑的雕像···不是耶稣。 

祂软弱地站着···将十字架上的爱供应出来。 

这是给全世界的信息 – 来。 

 

上周： “一个邀请的文化” 

 “来看看” - 我们被模成耶稣的样子，这就是耶稣欢迎我们的方式。 

 

读经 - 《马太福音》十一章 28-30 节 

28 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30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被耶稣所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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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Katleynn（胡桃林聚会点），Trevor 和 Chantelle（约克逊聚会点）： 

1.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会来北兰里社区教会的吗？ 

（可以放心坦承如果教会令人生畏，或想坐在后排） 

2.假设你已经来教会了，你对教会、对神、对耶稣（等等）有什么样的经历？ 

3.你什么时候觉得耶稣呼召你本人来并且跟随祂？ 

（当你感觉这个是个人化的时候 – 那就是当你理解神爱你的时候！） 

4.图片：我的生命与神是一部小说，而我仅仅在第五页上。 

 

“来” –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被耶稣所爱的。 
 

你的那一分钱什么时候掉下来？ 
 
“一分钱什么时候掉下来”是在 1930年代第一次开始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用来描绘一

个人第一次意识到某件事。 

就像一个机器因为一枚硬币投进卡槽而开始运转。 

机器动起来了。 

机器活过来了。 

在那枚硬币落入我们心中之前 – 我们不明白。 

但是硬币掉下来了 – 我们心窍开了，并且我们活过来了。 

那枚硬币什么时候为你而落？ 
什么时候终于按动了那枚叫做“神爱你”的按钮？ 

是的，没错···我知道···我听说过神爱世人。 
不 – 神爱你。 

 

我自己的巴拿巴故事 - “来，马太” 

 

恩典！ 

用 Rich Mullins 晚年在密苏里巴拿巴营地的话说···就像：哇··· 

“看哪，以色列的王在美国这里爱着我。” 

 

Rich Mullins 还说：  

“如果我是个画家，我不知道我画过什么 - 古代众星宿的召集或是圣徒的集合。” 
 
在神召集古代众星宿、将银河系安置在一起、以及让夜空美轮美奂中包含了多少的美丽。 

而在神呼召你和我 – 被祂称为圣徒的人 – 成为祂的子民这件事上又包含了多少的美

好。在祂呼召你的那个时刻有多少美好需要描画。 

Katelynn、Trevor和 Chantell – 你们就是众圣徒的集合中的一部分。 

当祂说：我的爱是为着你的。 

Rich Mullins 说： 

“如果我是个画家，我不知道我画过什么 - 古代众星宿的召集或是圣徒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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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的一些人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好了才被呼召的：  

C.S. Lewis 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整件事： 

“基督徒不认为神爱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良善，但是基督徒认为神要把我们变为良善是因为
祂爱我们。” 
 

何等不同的出发点呀··· 

我们必须把次序搞对··· 

祂在我们来并且跟随以后才洁净我们。 

祂不是在那里呼召完美的人来。 

 

神要把我们变为良善是因为祂爱我们。 

是神把我们雕琢成一种能以爱来回报祂的百姓。 
那就是出发点 - 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爱？ 
 

两个看似相反却本质相同的错误： 

1. 蛆虫态度 - 我是个蛆虫，我最差了，我已经迷失得太远了，我没法回来了，我深

陷泥沼了。 

2. 教会老油条态度 - 是的，是的，是的···我知道祂爱我。然后呢？以西结？有

争议的东西？ 

马太：我两个都是。 
 

到我这里来···不是个一次性的事情···我需要一直不断地到主这里来。 

 

《马太福音》- 这周：不适当的、混乱的、头昏眼花的和思想混乱的。 “来···我爱

你。作我的门徒。” 

 

《马太福音》四章 19节 

19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让我以一个问题作为结束：你的下一步要去哪儿？ 
每一步都是一个投票表决。 

每一步都是一个就近某件事，同时远离其他事的一个抉择。 

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中性的。 

每一步都是一个投票表决 – 一个作耶稣门徒的投票表决。 

或者作其他人事物门徒的投票表决。 

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被雕塑。 

所以 - 你的下一步要去哪儿? 
 

应用：来！ 

（在单张里划下来）。这是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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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阿尔法课程、来参加生活小组、来登记上课、来认识其他人、来这个房间里敬拜神、来

祷告室。 

这些都是简简单单地来，并且聆听你是被深爱着的方式。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