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點揀？ 
[約書亞記 24：14-1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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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1 

環球聖經 

所以，弟兄們，我
本著 神的憐憫，
勸勉你們把身體獻
上為祭，這祭是活
著的、聖潔的、蒙 
神喜悅的，是你們
有思想靈性的事奉。 
 

和合本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
們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當然的。 

新漢語譯本 

所以，弟兄們，我
以神的憐憫勸你們，
要把身體作為活祭
獻上，這祭是聖潔
的，是神所喜歡的；
這是你們理當獻上
的敬拜。 



約書亞記 24: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
真誠地按著真理事奉他，把你們
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事奉的
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15如果你
們認為事奉耶和華不好，那麼今
日你們就可以選擇你們所要事奉
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事奉
的神呢，還是你們現在所住亞摩
利人之地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事奉耶和華。[新譯本] 

1.敬畏神= 
(真誠按真理) 

事奉神 
 

2.現今就選擇 
(事奉對象﹑場
所﹑方式)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成功=事奉 

1.注意數目 

2.增加物質 

3.衝量金錢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生產驅動的領袖 

聚焦擴充的策劃 

交代世界的指標 

成果管理的機制 

功利主義資源觀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生產驅動的領袖 注重結果多於過程 

聚焦擴充的策劃 

交代世界的指標 

成果管理的機制 

功利主義資源觀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生產驅動的領袖 注視結果多於過程 

聚焦擴充的策劃 數量為先質量居後 

交代世界的指標 

成果管理的機制 

功利主義資源觀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ABC 教會/CEO 信徒 

生產驅動的領袖 注視結果多於過程 

聚焦擴充的策劃 數量為先質量居後 

交代世界的指標 表現出可量的成績 

成果管理的機制 

功利主義資源觀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ABC 教會/CEO 信徒 

生產驅動的領袖 注視結果多於過程 

聚焦擴充的策劃 數量為先質量居後 

交代世界的指標 表現出可量的成績 

成果管理的機制 看重帶來效益的人 

功利主義資源觀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ABC 教會/CEO 信徒 

生產驅動的領袖 注視結果多於過程 

聚焦擴充的策劃 數量為先質量居後 

交代世界的指標 表現出可量的成績 

成果管理的機制 看重帶來效益的人 

功利主義資源觀 計算人的事奉價值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普世的途徑 天國的道路 

注意數目 (有多少?) 注重質量(有多像主耶穌?) 

增加物質 (如何增值?) 管家效益(如何處理所有的?) 

衝量金錢 
 (我們如何確保目前 
及將來的供應?) 

倚靠上主 (我們會因相信神
會供應目前和將來需要 
而盡用神現在所賜的嗎?)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哥林多前書4: 1這樣，
人應該把我們看作基督
的僕人， 神各樣奧祕
的管家。2對於管家的
要求，就是要他忠心。 

[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WINSTON 
CHURCHILL  
 強大人民的標誌是

對自家偉人不感恩 
 

Ingratitude 
towards their 
great men is 
the mark of 
strong peoples.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哥林多前書4: 1這樣，
人應該把我們看作基督
的僕人， 神各樣奧祕
的管家。2對於管家的
要求，就是要他忠心。 

[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1.要求他聽命基督 

2.要求他榮耀基督 

3.要求他忠於聖經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約翰福音5: 19於是耶穌回
答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
訴你們，子憑自己甚麼也
不能做，只有看見父所做
的，子才能做；因為無論
父做甚麼事，子也照樣做。

[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忠於父神的策劃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約翰福音14: 10難道你不
信我在父裡面， 

父也在我裡面嗎？ 
我對你們說的話，不是憑
自己說的，而是住在我裡
面的父在做他的工作。 

[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忠於天父的策劃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馬太福音28: 19所以，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20我吩咐你們
的一切，都要教導他們遵
守。記住，我時刻都與你
們同在，直到現世時代的

終結。 [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忠於天父的策劃 

交代永恆的指標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約翰福音13: 34我給你們
一條新命令，就是要你們
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

35如果你們彼此之間有愛，
所有人就會認出你們是我

的門徒。 [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忠於天父的策劃 

交代永恆的指標 

建立深交的關係 



我們如何決定成功的事奉? 

天王曉諭 天國的道路 

提摩太後書1: 6為這緣故，
我提醒你要重新燃起 神
的恩賜；這恩賜在你裡面，
是 神藉著我按手賜給你

的。[環球聖經] 

服事基督的管家 

忠於天父的策劃 

交代永恆的指標 

建立深交的關係 

受托管理資源觀 



我們如何決定事奉的成功? 

普世的途徑 天國的道路 

生產驅動的領袖 服事基督的管家 

聚焦擴充的策劃 忠於天父的策劃 

交代世界的指標 交代永恆的指標 

成果管理的機制 建立深交的關係 

功利主義資源觀 受托管理資源觀 



約書亞記 24: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
真誠地按著真理事奉他，把你們
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事奉的
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15如果你
們認為事奉耶和華不好，那麼今
日你們就可以選擇你們所要事奉
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事奉
的神呢，還是你們現在所住亞摩
利人之地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事奉耶和華。[新譯本] 

25 當日，約書亞
就與百姓立約，在
示劍為他們立定律

例典章。  
26 約書亞將這些
話都寫在神的律法
書上，又將一塊大
石頭立在橡樹下耶
和華的聖所旁邊。 



（今天）您必須做出一個選擇： 
每位男仕﹑女人﹑﹑﹑每個男孩和每個女孩，
您都必須在歡樂與基督之間﹑在娛樂與基督之
間﹑在受歡迎與基督之間﹑在金錢與基督之間，
做出選擇。不管什麼使您脫離上帝的國度，您
（今天）都必須做出選擇。 
如果您拒絕做出選擇，那麼你的每一個舉動都
意味著您已經做出了另一個選擇。 

--- Adopted from Chuck Colson, Loving God, 92 



你點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