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下半场 人生下半场主日学是为即将或已经步入
中年的基督徒而设。此课程藉着神话语
的带领，以及弟兄姐妹们彼此的分享，
见证与讨论，帮助我们寻找神在各人生
命中的带领，预备和命定，以期活出荣
神益人的下半场人生。此课程有一部分
教材使用英文。

你将通过此课程探索如何将你的以往的
经验，身怀的技能和心中的热情结合在
一起，对你周围的人和事产生有意义的
影响。

https://halftimeinstitute.org/introduction-to-halftime-group-videos/



《人生下半场》课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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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课次 课程主题 Leader

6/05/22 1 重新出发-对成功的再定义 Gary

6/12/22 2 冲破阻碍1 吴文
6/19/22 3 冲破阻碍2 吴文
6/26/22 4 准备启程1 Gary

7/03/22 Break

7/10/22 5 邢承中弟兄分享 南海
7/17/22 6 准备启程2 Gary

7/24/22 7 寻找你的方向1 南海
7/31/22 8 寻找你的方向2 南海
8/07/22 9 建立缓冲区 吴文
8/14/22 10 找到你的命定之处1 Gary

8/21/22 11 找到你的命定之处2 Gary

8/28/22 12 陈昆华弟兄分享 吴文



人生下半场
第一课重新出发 –

对成功的再定义



目标：为人生下半场重新定义成功与卓越

1 什么是成功？

1）动词

获得预期的圆满结果（跟「失败」相对）。「这次发射成功了」

2）形容词

结果圆满。「成功地发射了一颗通信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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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人生下半场重新定义成功与卓越

2 圣经有讲到成功吗？
传道书第2章 - 世人眼中的成功

4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 5 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
各样果木树， 6 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7 我买了仆婢，也有生
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 8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
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 10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
给它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11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
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
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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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人生下半场重新定义成功与卓越

2 圣经有讲到成功吗？(续)

约书亚记1章

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
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亨通。 9 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
勇敢吗？所以，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
你的 神必与你同在。”

“This book of instruction must not depart from your mouth; you are to recite 

it day and night, so that you may carefully observe everything written in it. 

For then you will prosper and succeed in whatever you do” (Josh.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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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为人生下半场重新定义成功与卓越

3 神如何定义成功？

马太福音16

26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
命呢？

提摩太前书 6

17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动
的财富上，却要仰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 神。 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 19 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作美好的
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

7



目标：为人生下半场重新定义成功与卓越

3 神如何定义成功？(续）

约翰福音14

6耶稣对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
里去。

约翰福音 10

10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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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s View 属世的价值观

What you have (in this life)

你拥有什么（今生）
• Power 权利
• Prosperity 财富
• Prestige 名誉

Whom you know 

你认识谁
• 关系网，人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What you do 你做什么
Accomplishment 工作的成就
Accumulation 财富的积累，地位的高升

Christian View 基督徒的价值观

What you have (from now till forever)

你拥有什么（永生）
Everlasting & abundant life 丰盛的生命(约10:10)

Whom you have 你认识/拥有谁
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最知心的朋友

What you do 你做什么
• Walking in His Way 行在主的道路上，遵行天
父的旨意(太7:21)

• 为神结果子：领人归主，服侍他人。
• Spiritual fruit 圣灵的果子(加5:22-23)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
实，温柔，节制



案例分析：What a New Culture Can Do for At-Risk Youth

1. 在小组里分享你对Gib故事的整体感受是什么？什么方面对你有特
别触动？Gib在他人生上半场是如何定义成功的？你觉得他现在是如
何定义成功呢？

2. Gib的人生上半场是如何为他下半场的呼召做准备的？

3. 是什么事件开启了他人生新的方向？在你生命中有什么催化性的
事情/转折点促使你开始探寻人生的下一步？

4. 迄今为止，你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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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What a New Culture Can Do for At-Risk Youth

5. 你觉得目前自己人生中还缺少什么，若能补上才可以让你的生命
更加有意义？为了让你的人生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你愿意放弃什
么（或以什么为代价）？

6. 神会大大使用全职服事的基督徒和职场上的基督徒来成就祂的旨
意。全职服事和双职服事没有更佳，只有不同。当Gib失去他职场的
工作，他同时被呼召去做非牟利机构的工作。你如何知道神要你在
哪里服事？双职事工可能适合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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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讨论

1. 你在人生上半场做对了什么？

2. 你为过去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3. 你希望在今后的人生做出什么改变？

4. 为了在人生下半场活出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你初期将
跨出怎样的步伐？你将如何迈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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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clips
https://halftimeinstitute.org/introduction-to-halftime-group-vid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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