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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神喜悅的生命

That what is small and hidden  
can be of great worth to God.   

這些微小而隱藏的事， 
在神眼中、卻可能是非常有價值的。 

— by Holley Gerth from her article  
『The Small Moments of Your Life Matter to God』



討神喜悅的生命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Learn as you go along what pleases the Lord. 

（以弗所書：五10, TLB） 



討神喜悅的生命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Make a careful exploration of who you are  
and the work you have been given,  
and then sink yourself into that...  

Each of you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doing  
the creative best you can with your own life. 

（加拉太書：六4-5, MSG）



討神喜悅的生命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專注於討神的喜悅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神兒女的人生路

我行我素、靠己努力？ 

隨波逐流、聽天由命？ 

自定目標、求神同行？ 

按神計畫、與神同行？



神對我們的計畫

我未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You saw my body as it was formed.   
All the days planned for me  
were written in your book  
before I was one day old. 

（詩篇：一百三十九16, NCV）



如何知道神的計劃？

『地圖、Maps』？ 

『導航、GPS』？ 

『與神同行、Walk with God』！ 

『互動、Collaboration』與 

『愛的關係、Loving Relationship』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For God is working in you,  
giving you the desire and the power  

to do what pleases him. 

（腓立比書：二13, NLT）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神所託付的『工作』？ 

神所託付的『資源』？ 

神所託付的『計畫』？ 
 

『普世、共同性』、『特殊、個人性』



神所託付的『工作』



神所託付的『工作』

隨波逐流⋯？ 

逐草而居⋯？ 

見利勇為⋯？ 

誤打誤撞⋯？ 

得過且過⋯？



神所託付的『工作』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 
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創世記：一28） 

『家庭』：互助、生育、養育、教育⋯ 

『專業』：開發、建造、管理、維護⋯



神所託付的『工作』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二十八19-20） 

 

『事奉』：崇拜、學習、團契、福音⋯



神所託付的『工作』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If anyone wants to serve Me,  
he must follow Me.  

So where I am,  
the one who wants to serve Me  

will be there also.  

（約翰福音：十二26, NLV）



神所託付的『工作』

專業 家庭

事奉

懂得分別『人的期待』、『自我期許』 
與『神的託付』



God always gives you enough time to do His will. 
 If you're always out of time,  

you're either doing things out of his will,  
or doing the right things in wrong ways. 

神總是會給我們足夠的時間， 
去完成祂的旨意。 
如果時間常常不夠， 

我們要不是在做超過祂旨意的事， 
就是在用錯誤的方法去做這些該做的事。 

— by Pastor Rick Warren from his Tweeter 2014/04/29

神所託付的『工作』



真正認知自己的『天職』， 
並不是知道自己一輩子要做什麼， 
而是能認知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裡、 

神要自己做什麼... 

—  from『曠野微聲 2021-02-21』

神所託付的『工作』



今天自己是否查驗、知悉 
神對自己⋯ 

在『工作、服事』上的託付？ 

神所託付的『工作』



神所託付的『資源』



When God says do it,  
He’s already planned the resources we need  

to accomplish the task. 

當神差派工作給我們， 
祂也必預備好夠用的資源給我們， 
讓我們能完成祂的工作。 

— by Our Daily Bread 2011/08/16

神所託付的『資源』



神所託付的『資源』

『內在恩賜』 
  

天賦、 Specialty 

熱衷、 Heart 

能力、 Ability 

個性、 Personality 

經驗、 Experience



神所託付的『資源』

『外在恩賜』 
  

時間、 Time 

金錢、 Money 

財物、 Possession 

健康、 Health 

關係、 Relationship



神所託付的『資源』

你要詳細知道你羊群的景況，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Know the state of your flocks,  
and put your heart into caring for your herds. 

（箴言：二十七23, NLT）



神所託付的『資源』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Don’t neglect the gift which you received… 
Practice these things. Devote your life to them so 

that everyone can see your progress.  

（提摩太前書：四14-15, GW）



今天自己是否查驗、知悉 
神對自己⋯ 

在『資源、恩賜』上的託付？ 

神所託付的『資源』



神所託付的『計畫』



神所託付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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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we are God’s masterpiece.  
He has created us anew in Christ Jesus,  

so we can do the good things  
he planned for us long ago. 

（以弗所書：二10, NLT）



神所託付的『計畫』

專業 家庭

事奉

神的感動與帶領

周圍人的需要 受託付的資源



神所託付的『計畫』

『使用』神給我們特別擁有的 
『恩賜』(SHAPE) ⋯  

『滿足』神讓我們可以填補的 
『需要』(Needs) ⋯ 

『回應』神給我們個人感動帶領的 
『呼召』(Callings and Guidance) ⋯ 



神若交託任何『工作』給我們， 
祂也一定會給予夠用的『資源』， 
包括智慧、能力、物力、財力、時間... 

 
就看我們是否有 

『信心』去支取、『耐心』去等待、 
『忠心』去管理、『愛心』去使用、 

並有『成熟的品格』、 
願意與人『配搭同工』。 

—  from『曠野微聲 2015-08-19』

神所託付的『計畫』



神所託付的『計畫』

禱告、 Pray 

計畫、 Plan 

驗證、 Prove 

交託、 Put into God’s Hand 



今天自己是否查驗、知悉 
神對自己⋯ 

在『計畫、旨意』上的託付？ 

神所託付的『計畫』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重要的不是『擁有』多少才能， 
而是能『發揮』多少才能； 
重要的不是『擁有』多少知識， 
而是能『發揮』多少知識。 

重要的不是『擁有』多少錢財， 
而是能『善用』多少錢財； 
重要的不是『擁有』多少時間， 
而是能『善用』多少時間。 

—  from『曠野微聲 2020-04-30』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多給誰、就向誰多取． 
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A lot will be expected from everyone  
who has been given a lot.  

More will be demanded from everyone  
who has been entrusted with a lot. 

(路加福音：十二48, GW)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神所託付的『工作、服事』 

神所託付的『資源、恩賜』 

神所託付的『計畫、旨意』 

記得常常被人埋沒的， 
不是大的恩賜、而是小的恩賜...



察驗神對自己託付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 
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I have glorified you on earth  
by completing the work  

that you entrusted to me. 

(約翰福音：十七4, N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