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价值



钻石弥足珍贵

石头随处可
见

价值



你忙碌吗？



你人生追求的目标
  是什么？

•追求成功





挑战
珠穆朗玛峰

• 海拔 8848 米，是世
界上最高山峰。

• 迄今为止有 4800 多
人成功，而途中不幸
丧生者超过 300 人。

• 珠峰登顶死亡率大约
是 8%-9% 。



Free Solo 徒手攀岩 
Alex Honnold



什么是成功？



人生如同在高速公路上随从众人快速奔驰



人生如同在高速公路
上随从众人快速奔驰 超越他人就是成功超越他人就是成功



成功是‧‧‧



但您知道路的尽头是哪里吗
？



这就是人生？
• 人静时躺下来仔细想想，人活着真的不容易。明知以
后会死，还要努力的活着。

• 人活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复杂的社会、看不透
的人心，放不下的牵挂、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走不
完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忘不了的昨天、忙不完的
今天、想不到的明天；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
这就是人生。

• 再过若干年，我们都将离去，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
彻底变成了虚无。我们奋斗一生，带不走一草一木；
我们执着一生，带不走一分虚荣、爱慕。

• 那么人生所为为何呢？



人生的意义
是什麼？

• 人生就是一个寻找
神、磨练人的历程！

• 最重要的回转归向
神，成为神的儿女！

• 并且更要活出人尊贵
的价值！



• Where do you come 
from？

• Why are we here ？
• Where are we 

going？

人生的意义

人生是有意义的

每个灵魂都是极
为尊贵

寻回尊贵王子的
身分

成为神的儿女！



人生的价值是 
 

 什么？



看不到价值的人生是很不幸的！

• 努力付出的却没有价
值！

• 辛勤一生，全是虚
空，更错失了良机！

• 因为人生没有目标、
价值和意义！



人是神所造的，
所以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是要由神来赋予的！







神看为贵重的是什么？

带着黄金、钻石或是几个亿去见神！



• 将黄金的价值使用出来
• 林后 4:7 我们有这宝
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
神，不是出于我们。

如何活出人生的價
值？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86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86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神所看为
宝贵的
是什么？



灵魂的得救

• 成为至高永生神的儿女
•提前 1:15 「基督耶稣降
世，为要拯救罪人。」

•太 28:19 所以，你们要
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
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71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71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421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421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活出荣美的生命，恢复神造人的样式
• 弗 4:24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像造的，有
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西 3: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
他主的形像。

• 腓 2: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 太 25: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
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

• 成为乐于给予的生命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29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297&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52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52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39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396&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404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404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

用

提后 2:21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
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
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
善事。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84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84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本分
与

目标

•本分：自己

•彼前 2:5 你们来到主面
前，也就像活石，被建
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
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
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责任：家庭
• 爱心：众人
• 目标：神的国度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40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40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人生的价值

• 不是金银财宝
• 不是眼前的享受
(贪婪的蚊子 )

• 不是一栋房屋
• 不是安稳、享乐的生活而
已

• 不是忙碌一生，只为曾经
来过？



让我们能够看到属天的价值
• 看到人生的价值、属天的价值、永恒的价值
• 林后 5:1 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
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
存的房屋。

• 约 6:27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
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

• 约一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
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8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88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628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628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56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56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人生就是一個
走向天路的歷程



屬天的價值就是
帶領一群人同奔

天路



让我们能够看到属天永恒的价值与基业

•弗 1:18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
等丰盛的荣耀；

•西 1:12 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
同得基业。

•西 3:24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
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彼前 1:4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
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22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225&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47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478&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54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29542&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3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3037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
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书 2:9》

人生的價值



总结
• 人生的意义：重新寻回“我们
乃是神尊贵儿女的身分”

• 人生的价值：
在走回天家的道路上（天路历
程），磨练、雕塑、洁净我
们，使我们渐渐更新，恢复神
造我们的形像。

• 人生最大的价值，就是善用神
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帮助带领
一群人，携手同奔天路。



我们都是神国的精兵–使石头变为钻石

• 成为家中的祝福
• 带领人信主，使灵魂得救：同事、朋友、邻居…
•献上你的恩赐服事神：歌唱、跳舞、乐器、运动…
• 带领青少年
•关怀需要者
•服事神才是永恒的基业、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 神的恩膏无限量的，你准备多大的容器，神就倾倒
多大的能力与祝福。



葛理翰布道团–薛伯利 
George Beverly Shea

•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silver or gold

•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金银



安稳在耶稣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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