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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更新
The Transformed Life



40.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
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

Andrew, Simon Peter's brother, was one of the two 
who heard what John had said and who had 
followed Jesus.

41.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
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The first thing Andrew did was to find his brother 
Simon and tell him, "We have found the Messiah" 
(that is, the Christ).

42.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矶法翻出来
就是彼得。）

And he brought him to Jesus. Jesus looked at him 
and said, "You are Simon son of John. You will be 
called Cephas" (which, when translated, is Peter).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矶法
翻出来就是彼得。）

(約翰福音 1 : 42)

You are Simon son of John. You will be called 
Cephas. (Which, when translated, is Peter.) 

(John 1 : 42)



「生命更新」的关键：就是「你是」和「你要」。

「你是」就是「你现在是」，

「你要」就是「你将来要」。

耶稣说：「你现在是西门，你将来要成为彼得」。



「西门」代表的意义是「原来的老我」，「彼得」
是代表着「更新的生命」；

「西门」就是我们的「己」，「彼得」就是「神对
我们的心意」；

「西门」就是那个「旧的人」，「彼得」就是那个
「新造的人」。



耶稣不一定要改变我们的名字，但是耶稣一定要「

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耶稣要对我们说「你原来是一个罪人，但你要成为

天父上帝的儿女；你原来是拥有天然老我生命的人

，但是你要成为新造的人」。

但愿这就是2020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追求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活出「更新的生命」。



我们怎么可以经历从「西门」到「彼得」？

第一：「认识自我的本相」。

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自己就是「彼得」，我们必须先
承认自己是「西门」，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彼得」
。

第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改变自己，唯有神才能改
变我们。

第三：「降服基督的权柄」。我们要认同基督的权柄
，我们要顺服基督的权柄，如此我们才可以经历「生
命的更新」。



(一)认识自我的本相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

(約翰福音 1 : 42)

And he brought him to Jesus. Jesus looked at him 
and said, "You are Simon son of John. You will be 
called Cephas.”  

(John 1 : 42)



(一)认识自我的本相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耶稣在西门身上看到了一个「人性的冲突」，

这个冲突在你我身上也常常存在的问题：

就是「理想的自我」跟「真实的自我」之间存在着

一个很大的落差与矛盾。



(一)认识自我的本相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西门的名字是希伯来语，字根的意思是「聆听」

(Listen)。

可能他的父亲希望西门从小就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希望他听父母的话、听上帝的话。



(一)认识自我的本相 (Recognize the true self)

彼得是希腊文，意思是「石头、岩石」(Rock)，成为

建造圣殿的材料。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句话的优

先次序，「你是在你要之前」，「你是」是「你将

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My goal for 2017 is to accomplish the goals of 2016. 
Which I should have done in 2015, because I made a 
promise in 2014 and planned in 2013. 

我今年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去年的目标，这目标我前
年就应该完成，因为我大前年就已经承诺，并且在
大大前年就已经计划好了。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

(約翰福音 1 : 42)

And he brought him to Jesus. Jesus looked at him 
and said, "You are Simon son of John. You will be 
called Cephas.”  

(John 1 : 42)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A.相信神话语的大能。

耶稣说了就算数，耶稣说了就一定会成就，我们必
须知道耶稣的话语带着权柄和能力。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A. 相信神话语的大能。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创世记 1 : 3)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Genesis 1 : 3)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

(約翰福音 1 : 42)

And he brought him to Jesus. Jesus looked at him 
and said, "You are Simon son of John. You will be 
called Cephas.”  

(John 1 : 42)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
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
耶稣说话。」

(马太福音 17 : 2-3)

There he was transfigured before them. His face 

shone like the sun, and his clothes became as white as 

the light. Just then there appeared before them Moses 

and Elijah, talking with Jesus. (Matthew 17 : 2-3)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
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你们要听他！」

(马太福音 17 : 5)

While he was still speaking, a bright cloud enveloped 

them, and a voice from the cloud said, "This is my 

Son, whom I love; with him I am well pleased. Listen 

to him!” (Matthew 17 : 5)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马太福音 17 : 8)

When they looked up, they saw no one except Jesus.

(Matthew 17 : 8)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A. 相信神话语的大能。

B. 相信神改变的大能。

耶稣说：「你是西门，你要成为彼得(Rock)。」

这句话耶稣已经宣告了：祂有改变生命的能力；耶
稣能够改变西门，耶稣一样可以改变你和我。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罗马书 7 : 18) 

I know that nothing good lives in me, that is, in my 

sinful nature. For I have the desire to do what is good, 

but I cannot carry it out. (Romans 7 : 18)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罗马书 7 : 24) 

What a wretched man I am! Who will rescue me from 

this body of death?

(Romans 7 : 24)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罗马书 7 : 25) 

Thanks be to God--through Jesus Christ our Lord!                                                          

(Romans 7 : 25)



意大利的弗罗伦斯(Florence)一个著名的博物馆
大卫雕像—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雕刻完这伟大的作品后说
了这么一句话：

“ I release the angle imprisoned in the marble.”

「我将禁锢于此石中的天使释放出来。」



(二)信靠上帝的大能 (Trusting God’s mighty power)

耶稣今天也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

「祂要将闭锁在我们里面那个更新的生命释放出
来。」

耶稣要赐给我们更新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要做一

件事：「我们要相信祂的大能」。



(三)降服基督的权柄 (Surrender to Christ’s authority)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
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那人怎样叫各
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创世记 2 : 19)

Now the LORD God had formed out of the ground all 

the beasts of the field and all the birds of the air. He 

brought them to the man to see what he would name 

them; and whatever the man called each living creature, 

that was its name.                                 (Genesis 2 : 19)



(三)降服基督的权柄 (Surrender to Christ’s authority)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

(约翰福音 21 : 15)

Simon son of John, do you truly love me more than 

these?

(John 21 : 15)



(三)降服基督的权柄 (Surrender to Christ’s authority)

「你是西门，你要称为彼得。」

(约翰福音 1 : 24)

「你跟从我吧！」

You must follow me.

(约翰福音 21 : 22)



(三)降服基督的权柄 (Surrender to Christ’s authority)

我们要活出「更新的生命」：

「认识自我的本相」

「信靠上帝的大能」

「降服基督的权柄」



伊洛蒂(Charlotte Elliott, 1789-1871)
詩歌：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结语：

•Just come as you are！照你本相！

•你就照着你现在的样子，照着你的本相回到神的
面前。

•上帝一定会帮助你、改变你，你不需要再等待，

•你不需要再虚掷光阴浪费你的生命。

•Just come as you are！照你的本相回到上帝的面
前！



结语：

「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
祢宝血除罪可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Just as I am, and waiting not
to rid my soul of one dark blot
to thee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
O Lamb of God, I come, I 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