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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路路路 Luke Luke Luke Luke 14141414：：：：25252525----33  33  33  33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他轉他轉他轉他轉
過來對他們說過來對他們說過來對他們說過來對他們說：：：： 26  26  26  26  「「「「人到我這裡來人到我這裡來人到我這裡來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若不愛我勝若不愛我勝若不愛我勝
過愛過愛過愛過愛（（（（愛我勝過愛愛我勝過愛愛我勝過愛愛我勝過愛：：：：原文作恨原文作恨原文作恨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妻子妻子妻子妻子、、、、
兒女兒女兒女兒女、、、、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性命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就不能作我的門就不能作我的門就不能作我的門
徒徒徒徒。。。。27  27  27  27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也不能作我也不能作我也不能作我
的門徒的門徒的門徒的門徒。。。。 28  28  28  28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不先坐下算不先坐下算不先坐下算
計花費計花費計花費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能蓋成不能呢能蓋成不能呢能蓋成不能呢？？？？ 29  29  29  29  恐怕安了地基恐怕安了地基恐怕安了地基恐怕安了地基，，，，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看見的人都笑話他看見的人都笑話他看見的人都笑話他看見的人都笑話他，，，，說說說說：：：： 30  30  30  30  『『『『這個人開了這個人開了這個人開了這個人開了
工工工工，，，，卻不能完工卻不能完工卻不能完工卻不能完工。』。』。』。』 31  31  31  31  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或是一個王出去和別的王
打仗打仗打仗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豈不先坐下酌量豈不先坐下酌量豈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
來攻打他的嗎來攻打他的嗎來攻打他的嗎來攻打他的嗎？？？？ 32  32  32  32  若是不能若是不能若是不能若是不能，，，，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就趁敵人還遠的時就趁敵人還遠的時
候候候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條款。。。。 33  33  33  33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你們無論你們無論你們無論你們無論
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前言 Introduction

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基督徒 vs. 門徒門徒門徒門徒

三個不能三個不能三個不能三個不能：：：：做主門徒的三個條件做主門徒的三個條件做主門徒的三個條件做主門徒的三個條件

三個絕對三個絕對三個絕對三個絕對：：：：
絕對的愛絕對的愛絕對的愛絕對的愛，，，，絕對的死絕對的死絕對的死絕對的死，，，，絕對的捨絕對的捨絕對的捨絕對的捨



1. 絕對的愛---勝過一切
Absolute love – surpassing all things

路Luke 14:26 「人到我這裡
來，若不愛我勝過愛（愛我勝
過愛：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兒女、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
門徒。



1. 絕對的愛---勝過一切
Absolute love – surpassing all things

相對：有條件的，暫時的，有限的

絕對：無條件的，永遠的，無限的

“絕對”存在“相對”之中

透過無數的“相對”才能證明“絕對” 

絕對的愛=

絕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改變對神的愛

SUNDAR SINGH孫大信(1889-1929) 



2.絕對的死---背十字架
Absolute dying to self – carrying your cross

路路路路Luke 14：：：：27 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
的的的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加加加加Gal. 6：：：：14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只誇我們只誇我們只誇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就我而論就我而論就我而論
，，，，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就世界而論就世界而論就世界而論，，，，我已我已我已我已
經釘在十字架上經釘在十字架上經釘在十字架上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加加加Gal.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凡屬基督耶穌的人凡屬基督耶穌的人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是已經把是已經把是已經把
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3.絕對的捨---撇下所有
Absolute sacrifice – forsaking all things

路路路路Luke 14：：：： 33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你們無論什麼你們無論什麼你們無論什麼
人人人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就不能作我就不能作我就不能作我
的門徒的門徒的門徒的門徒。。。。

太太太太Matt. 19：：：：27 彼得就對他說彼得就對他說彼得就對他說彼得就對他說：「：「：「：「看看看看
哪哪哪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將來將來將來
我們要得什麼呢我們要得什麼呢我們要得什麼呢我們要得什麼呢？」？」？」？」

尚未撇下尚未撇下尚未撇下尚未撇下今生的企圖今生的企圖今生的企圖今生的企圖



3.絕對的捨---撇下所有
Absolute sacrifice  – forsaking all things

太太太太Matt. 26：：：：34-35
34 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我實在告訴你我實在告訴你我實在告訴你，，，，今夜雞叫今夜雞叫今夜雞叫今夜雞叫
以先以先以先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你要三次不認我你要三次不認我你要三次不認我。。。。35  彼得說彼得說彼得說彼得說：：：：
「「「「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也總不能不認也總不能不認也總不能不認
你你你你。」。」。」。」眾門徒都是這樣說眾門徒都是這樣說眾門徒都是這樣說眾門徒都是這樣說

尚未撇下自我的依靠尚未撇下自我的依靠尚未撇下自我的依靠尚未撇下自我的依靠



3.絕對的捨---撇下所有
Absolute sacrifice – forsaking all things

路路路路Luke 14：：：：28-31
28 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你們那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不先坐下算不先坐下算不先坐下算
計花費計花費計花費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能蓋成不能呢能蓋成不能呢能蓋成不能呢？？？？ 29  恐怕安了恐怕安了恐怕安了恐怕安了
地基地基地基地基，，，，不能成功不能成功不能成功不能成功。。。。。。。。。。。。 31  或是一個王或是一個王或是一個王或是一個王
出去和別的王打仗出去和別的王打仗出去和別的王打仗出去和別的王打仗，，，，豈不先坐下酌量豈不先坐下酌量豈不先坐下酌量豈不先坐下酌量，，，，
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能用一萬兵去敵那領二萬兵來攻打他的
嗎嗎嗎嗎？？？？

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作主門徒：：：：不只要建造不只要建造不只要建造不只要建造，，，，還要爭戰還要爭戰還要爭戰還要爭戰



結論 Conclusion

路Luke 14：25 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
行。他轉過來對他們說……

你我是：
和耶穌同行？還是主的門徒

愛主勝過一切？背著十字架？
撇下所有跟隨？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Until Lord Jesus Comes Again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我要走事奉的道路我要走事奉的道路我要走事奉的道路我要走事奉的道路

窄的門窄的門窄的門窄的門窄的路窄的路窄的路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
Until Lord Jesus Comes Again

I will walk to way of serving God
Narrow door, narrow road, 
taking along my own cross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Until Lord Jesus Comes Again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我要走事奉的道路我要走事奉的道路我要走事奉的道路我要走事奉的道路

窄的門窄的門窄的門窄的門窄的路窄的路窄的路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背起我的十字架
Until Lord Jesus Comes Again

I will walk to way of serving God
Narrow door, narrow road, 
taking along my own cross



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
我必看見主的榮光我必看見主的榮光我必看見主的榮光我必看見主的榮光

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祂必歡喜迎接我祂必歡喜迎接我祂必歡喜迎接我祂必歡喜迎接我
When I finish walking the way of service

I will see the glorious light of God
Glorious, Lord Jesus, 

He will meet with me in great joy

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當我走完事奉的道路
我必看見主的榮光我必看見主的榮光我必看見主的榮光我必看見主的榮光

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榮耀的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主耶穌祂必歡喜迎接我祂必歡喜迎接我祂必歡喜迎接我祂必歡喜迎接我
When I finish walking the way of service

I will see the glorious light of God
Glorious, Lord Jesus, 

He will meet with me in great joy



副歌副歌副歌副歌 Chorus：：：：

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直到主耶穌再來時候
我要被興起我要被興起我要被興起我要被興起奔走主道路奔走主道路奔走主道路奔走主道路
主的榮耀遮蓋全地時主的榮耀遮蓋全地時主的榮耀遮蓋全地時主的榮耀遮蓋全地時
我要站起來敬拜讚美我要站起來敬拜讚美我要站起來敬拜讚美我要站起來敬拜讚美

Until Lord Jesus Comes Again

I will be risen and follow the way of the Lord

When God’s glory cover the whole earth

I’ll stand amidst and give praise to Him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祢祢祢祢是全地的救主是全地的救主是全地的救主是全地的救主
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我心所渴慕的主啊
祢祢祢祢是榮耀的君王是榮耀的君王是榮耀的君王是榮耀的君王

Lord of my heart’s desire
You ar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Lord of my heart’s desire
You are the King of gl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