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 Exodus 32:25-26 

25 摩西見百姓放肆、（亞倫縱容他們、
使他們在仇敵中間被譏刺） 

26 就站在營門中、說、凡屬耶和華的、
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
都到他那裡聚集。 

25 And Moses saw that the people were out of control, for 

Aaron had let them loose to their shame before their haters: 

26 Then Moses took his place at the way into the tents, and said, 

Whoever is on the Lord's side, let him come to me. And all the 

sons of Levi came together to him. 
 



腓利比 Philippians 3:7-8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
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
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得著基督． 



一.利未人的選擇 Levi’s Choice  

Ω選擇報復 Chose revenge 

 創世記 Genesis 34:25 

到第三天、眾人正在疼
痛的時候、雅各的兩個
兒子、就是底拿的哥哥、
西緬和利未、各拿刀劍、
趁著眾人想不到的時候、
來到城中、把一切男丁
都殺了。 



一.利未人的選擇 Levi’s Choice  

Ω選擇報復 Chose revenge 

Ω選擇耶和華 Chose God 

 出埃及 Exodus 32:26 

就站在營門中、
說、凡屬耶和華
的、都要到我這
裡來．於是利未
的子孫、都到他
那裡聚集。 



民數記 Numbers 1:47-50  

 

→被揀選在神的殿服事 

一.利未人的選擇 Levi’s Choice  

Chosen to service the Temple 

47 利未人卻沒有按著支派數在其中、
…… 

50 只要派利未人管法櫃的帳幕和其
中的器具、並屬乎帳幕的、他們
要抬帳幕和其中的器具、並要辦
理帳幕的事．在帳幕的四圍安營。 



二. 保羅的選擇 Paul’s Choice 

Ω選擇迫害 Chose persecution 

使徒行傳 Acts 22:4  

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
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Ω選擇耶穌 Chose Jesus 

使徒行傳 Acts 22:10  

我說、主阿、我當作甚麼。主說、
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裡要將所
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訴你。 



二. 保羅的選擇 Paul’s Choice 

被揀選向外幫人傳福音的使徒 
Chosen to be sent to the Gentiles 

使徒行傳 

主向我說、你
去罷．我要差
你遠遠的往外
邦人那裡去 

 Acts 22:21  



腓利比 Philippians 3:7-8 

二. 保羅的選擇 Paul’s Choice 

活出以耶穌為中心的生活 
Lived a life centered in Jesus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
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
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
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
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Ω你最想要的是什麼？ 
From Choice to Value System 

What do you want the most? 



Ω價值取向  Value orientation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價值
取向 

價值觀 

品格 
態度 
動機 

抉擇 
行為 

System  

of values 

實踐 

文化 

Value 

Orientation 



How you think determines how you live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Ω你怎麼想決定你如何生活 

箴言 Proverbs 4:23  

你要保守你心、
勝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發
出。 



Ω Eric Liddel 的見證  Testimony of Eric Liddel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Ω Eric Liddel 的見證  Testimony of Eric Liddel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VICTORY OVER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LIFE 

COMES NOT BY MIGHT, NOR BY POWER,” 



Ω Eric Liddel 的見證  Testimony of Eric Liddel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Ω Eric Liddel 的見證  Testimony of Eric Liddel 

三.從選擇看價值觀 



四.進入屬天的國度 

Ω了解屬地的國度 Understand the earthly kingdom 

Enter the Heavenly Kingdom 

約翰壹書 1 John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都不是
從父來的、乃是從
世界來的。 



路加 Luke 4:1-13  

四.進入屬天的國度 
Ω耶穌是如何戰勝屬地的國度 

How did Jesus overcome the earthly kingdom 

4 …耶穌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裡所
出的一切話。』……… 

8 …耶穌說、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
的 神、單要事奉祂。』…… 

12 …耶穌對牠說、經上說、『不可試探
主你的 神。』… 



–聖靈充滿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遵行神的旨意 Obeyed God’s plan 

–抓住神的話語  Depended on God’s Word 

四.進入屬天的國度 
Ω耶穌是如何戰勝屬地的國度 
路加 Luke 4:1-13  



四.進入屬天的國度 
Ω屬天的國度是唯一的選擇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the only choice 

 馬太 Matthew 6:24  
一個人不能事奉
兩個主．不是惡
這個愛那個、就
是重這個輕那
個．你們不能又
事奉 神、又事
奉瑪門。 



四.進入屬天的國度 
Ω屬天的國度是唯一的選擇 

 馬太 Matthew 13:44  

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
裡．人遇見了、就把
他藏起來．歡歡喜喜
的去變賣一切所有的、
買這塊地。 

Ω但進入屬天的國度需要花代價 
But entering the Heavenly Kingdom is costly 



結論：所羅門的功課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16, 2:3-10 

Conclusion: Solomon’s Lesson 

Ω曾經以自我為中心 Once centered on “me” 

1:16 …我得了大智慧 
2:3 我心裡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

體舒暢… 
2:4 我為自己動大工程、建造房屋、

栽種葡萄園、 



Conclusion: Solomon’s Lesson 

• 但找到了智慧 But found the Wisdom 

傳道書 Ecclesiastes 2:11 “” 

傳道書 Ecclesiastes 2:3 “”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2:13-14 “” 

 

2:7 我買了僕婢…又有許多牛群羊

群、勝過以前在耶路撒冷眾人所

有的 

2:8 我又為自己積蓄金銀…又得唱

歌的男女、…並許多的妃嬪。 

2:9 我就日見昌盛、 

2: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沒有留下不

給他的．我心所樂的、我沒有禁

止不享受的．… 



結論：所羅門的功課 

Ω但找到了真智慧 But found the Wisdom 

傳道書 Ecclesiastes 2:11 

後來我察看我手
所經營的一切事、
和我勞碌所成的
功．誰知都是虛
空、都是捕風、
在日光之下毫無
益處。 



結論：所羅門的功課 
Ω但找到了真智慧 But found the Wisdom 

傳道書 Ecclesiastes 2:3 

我心裡察究、如何
用酒使我肉體舒暢、
我心卻仍以智慧引
導我．又如何持住
愚昧、等我看明世
人、在天下一生當
行何事為美。 



結論：所羅門的功課 

Ω但找到了真智慧 But found the Wisdom 

傳道書 Ecclesiastes 12:13-14 

13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
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14 因為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
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
都必審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