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意更新而變化



Megatrends、世界五大趨勢

Report by PwC (PricewaterhouseCoopers)  普華永道 

『Asymmetry、貧富懸殊』 

『Disruption、科技橫流』 

『Age、人口老化』 

『Polarisation、極端對立』 

『Trust、信任危機』



父神對神兒女的旨意

We are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我們雖在這世界， 
但我們不屬於這世界。 

— by Fritz Chery from his article 
『Not Of This World』



父神對神兒女的旨意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Don’t become like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Instead,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Then you will always be able to determine  
what God really wants— 

what 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羅馬書：十二2, GW）



心意更新變化



心意更新變化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Don’t become like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Instead,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羅馬書：十二2a, GW）



心意更新變化

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 
以暗為光、以光為暗， 
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 

 
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 
自看為通達的人。 

（以賽亞書：五20-21）



心意更新變化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 
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 

也不斥責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If you need wisdom, ask our generous God,  
and he will give it to you.  

He will not rebuke you for asking. 

（雅各書：一5, NLT）



讓我們『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尋求信靠『神的智慧』來 

『與神同在』 

心意更新變化



神善良的旨意



神善良的旨意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Then you will always be able to determine  

what God really wants— 
what 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羅馬書：十二2b, GW）



神善良的旨意

耶和華說、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 

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says the Lord.  

“They are plans for good and not for disaster,  
to give you a future and a hope.. 

（耶利米書：二十九11, NLT）



神善良的旨意

If you ask, "Why is this happening?"  
no light may come,  

but if you ask, "How am I to glorify God 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an answer. 

若我們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事？』 
可能不會有什麼亮光臨到。 

但我們若是問： 
『我現在怎麼做、可以榮耀神？』 

相信必會有答案。 

— by Dr. J. I. Packer



神善良的旨意

你本為善、 
所行的也善， 

求你將你的律例教訓我。 

You are good and do only good;  
make me follow your lead. 

（詩篇：一百十九68, TLB）



讓我們『察驗神善良的旨意』⋯ 

 
尋求信靠『神的良善』來 

『與神同行』 

神善良的旨意



神純全的旨意



神純全的旨意

耶和華阿，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極其深。 

How great are Your works, O Lord! How deep 
are Your thoughts! 

（詩篇：九十二5, NLV） 



神純全的旨意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二8-10）



神純全的旨意

God works slowly. God works strangely.  
But God works.  

And He knows precisely  
what He is doing with your life. 

神慢慢的做工， 
神用我們不能瞭解的方式做工， 
但神是在做工，祂清楚的知道， 
祂在我們生命中做什麼。 

— by Steve Farrar from his book『God Built』



讓我們『察驗神純全的旨意』⋯ 

 
尋求信靠『神的能力』來 

『與神同工』 

神純全的旨意



神喜悅的旨意



神喜悅的旨意

光明所結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For this light within you  
produces only what is good and right and true. 
 Carefully determine what pleases the Lord. 

（以弗所書：五9-10, NLT） 



神喜悅的旨意

人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We can always “prove” that we are right,  
but is the Lord convinced? 

（箴言：十六2, TLB）



神喜悅的旨意

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 

She has done a beautiful thing for me.. 

（馬可福音：十四6b, GW） 



神喜悅的旨意

I have nothing to prove— 
but I do have Someone to please. 

我們不需要『證明自己』， 
我們只要『討神喜悅』。 

— by Robert Morris from his book 
『From Dream to Destiny』



讓我們『察驗神喜悅的旨意』⋯ 

 
尋求信靠『神的美意』來 

『與神同心』 

神喜悅的旨意



心意更新而變化



心意更新而變化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十二2）



心意更新而變化

『Asymmetry、貧富懸殊』 
錢財？  託付！ 

『Disruption、科技橫流』 
科技？  工具！ 

『Age、人口老化』 
長壽？  服事！ 

『Polarisation、極端對立』 
政治？  愛與包容！ 

『Trust、信任危機』 
權謀？  誠信！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尋求信靠『神的智慧』來『與神同在』 

尋求信靠『神的良善』來『與神同行』 

尋求信靠『神的能力』來『與神同工』 

尋求信靠『神的美意』來『與神同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