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
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
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
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挑战不可能 An Impossible Challenge

▪ 我们要挑战能像耶稣一样去爱
We are challenged to love as Jesus loved

▪ 不是…的挑战 Not a challenge of

➢尽力而为 do the best you can

➢至少不比他人差
at least as good as those 

around you love



挑战不可能 An Impossible Challenge

▪ 我们要挑战能像耶稣一样去爱
We are challenged to love as Jesus loved

▪ 个案：要原谅多少次？A case study: 

How many times to forgive? (马太 Matthew 18:21-22)

➢尽最大力 -》行不可能的

Try your hardest -> 

Do the impossible



挑战不可能 An Impossible Challenge

▪ 当耶稣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需
要有新的启示，关系，和能力
When Jesus becomes the standard, we need a new 

revelation, relationship and power in our lives.

▪ 要达到如此高的标准，我们只有
全心，全性，全力，全意完全相
信和倚靠耶稣The bar is so high that we need 

to completely trust and rely on Jesus with our whole 

heart, soul, mind and strength.



❑惧怕 Under fear

❑常规 Routine

❑失落 Lost

❑自力 Self-strength

❑血气 In flesh

❑石心 Stone heart

❑感觉 Feeling

❑带着爱 With love

❑更新 Refreshed

❑恢复 Restored

❑在基督里In Christ

❑藉着圣灵By the Holy Spirit

❑新心 New heart

❑行动 Action

从旧到新 From Old to New



从旧到新 From Old to New

▪ “我想我能”“I think I can.”

▪ “我知道我不
能，但我知道神能!

神可以为我作，但靠我
自己不能作!”

“I know I can’t, but I know God can. God can 
do it for me but I can’t do for myself.”



从旧到新 From Old to New

加拉太 Galatians 2:20a

我已经与基督
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里面
活着



马上和超乎寻常的行动
Act Immediately and Radically

▪ 先去. 现在就做 Go first. Do it now

马太 Matthew 5:24 

就把礼物留
在坛前，先
去同弟兄和
好，然后来
献礼物。



马上和超乎寻常的行动
Act Immediately and Radically

▪ 作任何事情，把心放对位子

马太 Matthew 5:30 

Do anything to put our heart in the right place

若是右手叫你跌
倒，就砍下来丢
掉，宁可失去百
体中的一体，不
叫全身下入地狱



马上和超乎寻常的行动
▪ 像谦卑的仆人

约翰 John 13:3-5 
3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 神出来的，又
要归到 神那里去，

4 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
条手巾束腰，

5 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
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Act as a humble servant



马上和超乎寻常的行动
▪ 像谦卑的仆人 Act as a humble servant

约翰 John 13:12-15 
12 耶稣洗完了他们的
脚，就穿上衣服，
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
你们明白吗？

13 你们称呼我夫子，
称呼我主，你们说
的不错，我本来是。



马上和超乎寻常的行动
▪ 像谦卑的仆人 Act as a humble servant

约翰 John 13:12-15 
14 我是你们的主，你
们的夫子，尚且洗
你们的脚，你们也
当彼此洗脚。

15 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
们所做的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