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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2_异象 – 我要叫你 

2019年 9月 22日 

 

四周的异象系列：一群按照耶稣生命作门徒的人。 

 

门徒身份概括 – 耶稣呼召祂的跟随者到祂自己面前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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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周（动作 1）：“来” –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被耶稣所爱的人 

上一周（动作 2）：“跟从我” –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被耶稣所引领的人 
这周（动作 3）：“我要叫（使）你” –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正在变得像耶稣的人 

 

祷告 

 

图片：这个夏天在俄克拉荷马州我父亲教我女儿做陶器 

那位最伟大的艺术家塑造泥土！ 

 

《罗马书》八章 29节 

29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
子。 
当你看自己的时候：你真的相信神可以把你改变成祂儿子的形象吗？ 

 

读经 - 《哥林多后书》三章 17-18 节 

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
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我们中的很多人困惑 -  

我们宣称自己跟随耶稣，但是很多年我们继续对什么东西上瘾，苦毒了一段日子，我们为

缺乏饶恕而纠结，怪异的人际关系上的冲突，混乱的消费习惯，我们永远从麻烦中逃跑， 

因担忧而停滞不前，我们就是无法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受控制···等等··· 

 

我们中的许多人是长老（我自己的故事！） - 带领查经、带领其他人···然而我们过

一种双重生活。 

 

神要如何改变我们？ 
 

我是不是更努力就行？那就是基督徒的生活吗？不··· 

异象 – 意图 – 方法（Dallas Willard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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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制作陶器 

异象 – 陶器真棒。我想要成为一个陶器制作者。 

意图 – 我决定了。我要成为一个陶器制作者！ 

方法 - （帮我想想···） 买个陶轮，报名上课，找个地方···等等··· 

 

异象和意图（不包含方法）是没有道路的热情！ 

我们要去哪儿？这是怎么做到的？ 

例子：Rhett Moffatt跑 10公里！从来不跑步，但是有异象，有意图！ 

这就是教会里失败的门徒训练的一幅图画 – 很多年都来聚会，但是从未被耶稣所改变。 

还在论断主义、苦毒、懒散、顽固、民族主义、物质主义，等等之中纠结··· 

 

慢点慢点 - “这听起来好像积功德。好像是我的试图赚取神的生命和爱！” 

 

训练与试图的差异 -  

在神的生命中训练与试图通过努力去赚取神的生命的差异。 

做耶稣的门徒，完全是训练，而不是努力赚取。 

《哥林多前书》九章 25 节 

25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
冠冕。 
 
像吉他演奏家 Eric Clapton 一样演奏 - 《你爱的阳光》或《莱拉》···很美好的东

西！ 

我们称功课为“艰难的道路”···它其实是容易的道路！ 

那条难走的路 - 试图自己搞明白来获得 Eric Clapton 的认可。随机地听取建议，并试

图用自己的办法找到解决方案。在你自己的地下室里，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那个容易的道路 - Eric Clapton 已经很在意我们了，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指给你看该

怎么做。定下练习时间。好老师 Eric有爱心的指导。这是那条容易的路，我只负责到场

就好了！ 

 

John Ortberg 在《你一直想要的那个生命》中说： 

“训练做某事与试图去做某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属灵的转变不是靠试图更努力，而
是智慧地训练。” 
 

例子 – 学着赦免，或学着爱你的配偶，或学着慷慨，或学着靠清洁的心来生活。你想

要更努力地尝试吗？ 

还是你想要进到耶稣的训练学校里来？门徒的学校··· 

 

John Ortberg 在《你一直想要的那个生命》中说： 

“跟随耶稣就是单纯意味着向祂学习如何在各种活动中安排我的生活，好让我能够活出一
个满有圣灵的果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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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耶稣让我参与的活动，好让祂借此塑造我···像窑匠手中的泥那样！ 

祷告、读经、安静、安息、敬拜、宣教、事奉和基督徒群体。 

注意 – 在未来一年，我们会针对上面这些一个专题一个专题交通过去。 

 

今天 – 让我们谈谈基督徒群体。（这只是一个例子！） 

（在过去的一月和二月，我们交通了整个的“生活在一起”系列···去翻翻记录！） 

但是我想先以一个例证作为开始： 

 

例证：Bianca Andresscu 赢了美国网球公开赛！ 

九月初，19 岁的 Bianca Andreescu在周六赢得了美国网球公开赛，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加

拿大选手赢得了大满贯冠军。 

 

加拿大电视台问她： 

一个 19岁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本地人，在本赛季开始的时候排名第 152名的，能赢得两
个冠军，包括一个大满贯，并逆袭爬升到女子网球排名第 5名，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人，
这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会说：努力、毅力、耐力，和对自己狠。毕竟 – 网球不是一个团体

运动项目。所以 – 那完全是靠她自己做到的！ 

 

但是 – 虽然看起来网球不是一个团队的运动项目 – 但那是个谎言。那是一个非常团队

的运动项目。那个团队不是在网球场上 – 但是那个团队还是存在的，对不对？ 

 

Maria 和 Nicu Andreescu1995年带着一个袋子和一个平底锅来到加拿大。那对夫妻一点

也不知道在离开罗马尼亚后，他们的加拿大女儿 Bianca Andreescu将会成为这个国家最

大的体育运动英雄。有没有可能 Maria和 Nicu的育儿方式、爱、支持、经济支援，和先

驱精神对 Bianca 的成功有影响？ 

 

Sylvain Brunaeu 是她的教练。 他在过去两年中训练她。Sylvain Bruneau对训练女运

动员很有经验，因为他在 2009年的时候曾经被指定为参加联邦杯比赛的加拿大队领队。

Sylvain在加拿大网球总会工作了 30年。 

 

在 Andreescu 12岁的时候，Lan Yao-Gallop 曾经在加拿大网球总会在多伦多的全国青少

年训练项目中训练了 Andreescu 两年。 

 

是的 – 要想赢，需要毅力、专注和技巧 – 但是需要一个群体的努力。需要有人爱

你，关心你，才能让你不断被模造成型，进入作为一个运动员该有的样子。 

 

今天，我想要让我们大家看见在我们被耶稣所模造成型的过程中，一个有爱的群体是何等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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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叫/使你”- 一个耶稣的门徒变成像耶稣。 
这只有在一个爱的群体里才会发生！！ 

 

读经 - 《约翰一书》四章 7-12,19-21节 

7亲爱的弟兄阿，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8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9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10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11亲爱的弟兄阿，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12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
完全了。 
··· 
19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20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
看见的神（有古卷作：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 
21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在这 15节经文中，“爱”这个词出现了 27次。 

 

Agape – 神那牺牲的和舍己的爱。（不是一个感觉···而是一个行动） 

与 Eros或 Phileo的爱 - 相反 

 

苏格兰圣经学者 FF Bruce 称神的 Agape的爱为 - 

“一个为了别人的益处燃烧自己的爱。” 
 

Agape的爱的群体！ 
这是那位艺术家可以模造我们的地方！ 

我们可以律法主义地做吗？当然··· 

但是这是一个带来真实转变的地方。 

 

今年，我想要你们都来认识一些被耶稣改变的人。 

在基督徒群体中 – 有人已经被耶稣改变。 

欢迎 Jonathan！ 

 

采访 Jonathan Weigner： 

1. 给我们讲一点你自己的故事，好吗？ 

2. 今天我知道你爱耶稣 – 但是你回到耶稣面前的旅程曾经是缓慢而稳步的。你可以

给我们讲讲你的属灵历程吗？ 

3. 在耶稣塑造你变得像祂的过程中，你生命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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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叫/使你” – 一个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变得像耶稣的人 
 

一个门徒小组由 3-4个同性别的伙伴组成（可能一部分来自同一个生活小组，3个人最理

想） 

这些小组在耶稣的同在中聚会，在我们成长、服侍、学习、祷告和相互间的关顾中彼此相

爱··· 

• 神的话语占中心地位。 

• 一个可以与其他人肩并肩彰显软弱和挣扎的地方。 

• 祷告。 

*生活小组对于做这类事有点太大了。 
 

门徒小组 – 是一个在个人主义和孤单文化中表达彼此之间 Agape的爱的地方。 

 

如果在我们的群体中没有 Agape的爱，我们就会卡住。 

没有能力接受难听的反馈、不能顺服交托、不能悔改、不能认罪。 

我们被卡住！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灵要把我们变得像耶稣。 
 

十字架 – 这就是神那 Agape 的爱借着耶稣的表达。 

《约翰一书》四章 10-11 节 

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11亲爱的弟兄阿，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什么是爱？十字架就是答案！ 

神那 Agape的爱是植根于历史上的那个时刻的！ 

 
下一步？ 

• 看看你周围！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自然的事···为能有 2-3个人和你一起学习彼此

相爱而祷告。 

• 或者，加入一个生活小组！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让我们彼此相爱的自然的方式。 

• 去上《生活在一起》课程！ 

• 走进祷告室！为着下一步参加哪个基督徒群体而祷告？为着分辨圣灵的带领而祷

告！我试过基督徒群体，但是受到伤害了？为得医治而祷告！有自己所爱的人（孩

子们）被孤立了？来为他们祷告！ 

 

总结  

《哥林多后书》三章 17-18 节 

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得以自由。 
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
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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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灵要把我们变得像耶稣。 
 

祝福：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4-8节 

4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5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6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7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爱是永不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