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所指引的腳步－GPS



神兒女的人生道路

『地圖、Maps』？ 

『導航、GPS』？ 

『與神同行、Walk with God』？ 

『探索、Explore』 
『互動、Collaboration』 

『愛的關係、Loving Relationship』



神所指引的腳步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We should make plans —  
counting on God to direct us.  

（箴言：十六9, TLB）



神所指引的腳步

人工導航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神所指引的腳步⋯ 
God Positioning Steps



神所指引的腳步

知道自己在哪裏⋯ 
Know where you are now 

知道要往哪裏去⋯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知道步步跟隨神⋯ 
Know to follow God step by step



知道自己在哪裏



如何『看』人生旅程？

『隨機』的人生觀？ 

『因果』的人生觀？ 

『命定』的人生觀？ 

『牧者』的人生觀？



如何『走』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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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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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我們身上的計劃

神『絕對性、Determined』的計劃 

神『期待性、Desired』的計劃 

神『共同性、Universal』的計劃 

神『特殊性、Individual』的計劃 



Life isn’t about finding yourself,  
it’s about discovering who God created you to be. 

在生命裡， 
重要的不是尋找自我， 
而是在發現， 

神創造自己、原有的心意與目的為何。 

—  Anonymous

知道自己在哪裏



Remember, you are closest to who you really are 
when you are the closest to who  

He created you to be. 

記得， 
當我們與造我們的那一位最親近時， 
我們可以與神所創造真正的自己 

最接近。 

—  by Lysa TerKeurst

知道自己在哪裏



讓我們『親近神』⋯ 

 
能『知道自己在哪裡』、 
也再次確認自己能 

『活在神對自己美好的計畫裡』⋯ 

知道自己在哪裏



知道要往哪裏去



知道要往哪裏去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腓立比書：三13b-14a, NIV）



知道要往哪裏去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 
不配進神的國。 

But Jesus told him,  
“Anyone who lets himself  

be distracted from the work I plan for him  
is not fit for the Kingdom of God.” 

（路加福音：九62, TLB） 



我們不只是要祈求神： 
『祝福我們的計畫』， 
更是要祈求神： 

『使我們的計畫成為神的祝福』。 
 

Not only we should ask God to bless our plan 
but also ask God to make our plan  

a blessing to others. 

—  from『曠野微聲 2021-08-23』

知道要往哪裏去



知道要往哪裏去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Set your sights on the realities of heaven.  
Think about the things of heaven,  

not the things of earth. 

（歌羅西書：三1-2, NLT） 



知道要往哪裏去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We must become like a mature person,  
growing until we become like Christ  

and have his perfection. 

（以弗所書：四12-13, NCV） 



人們所在尋求、期盼所走的人生路， 
是一條能通往 

『成功、成果、成績、成就』的路； 
但父神為祂兒女 

所計劃、帶領的人生路， 
是要我們在其每一步路上、 

都能『良善、忠心、榮神、益人』...。 

—  from『曠野微聲 2023-01-27』

知道要往哪裏去



讓我們『尋求神』⋯ 

 
以『榮耀神祝福人』為標竿⋯ 

以『天上永恆的事』為標竿⋯ 

以『基督長成身量』為標竿⋯

知道要往哪裏去



知道步步跟隨神



知道步步跟隨神

亞伯拉罕因著信、 
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  

Abraham trusted God, and when God told him to 
leave home and go far away to another land that 
he promised to give him, Abraham obeyed. Away 
he went, not even knowing where he was going. 

（希伯來書：十一8, TLB）



知道步步跟隨神

人心多有計謀， 
惟有耶和華的籌算，纔能立定。  

You can make many plans,  
but the Lord’s purpose will prevail. 

（箴言：十九21, NLT）



至高真神、是有祂『無上權柄、Sovereignty』， 
但祂也期盼祂所愛的兒女，能藉著： 

 
『禱告、Pray』 
『計畫、Plan』 
『確認、Prove』 
『預備、Prepare』 
『參與、Participate』 

『交託、Put into God’s Hand』 

來與祂同工⋯。 

—  from『曠野微聲 2022-01-26』

知道步步跟隨神



知道步步跟隨神

因為這神永永遠遠為我們的神， 
祂必作我們引路的。  

This is God, our God, forever and always!  
He is the one who will lead us  

even to the very end. 

（詩篇：四十八14, CEV）



知道步步跟隨神

誰敬畏耶和華， 
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Who are those who fear the Lord?   
He will show them the path they should choose. 

（詩篇：二十五12, NLT）



讓我們『跟隨神』⋯ 

 
當『自己的計劃趕不上變化』時、 

要記得是 
『神要我們的計劃跟上祂的計劃』..

知道步步跟隨神



神所指引的腳步



神所指引的腳步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We should make plans —  
counting on God to direct us.  

（箴言：十六9, TLB）



神所指引的腳步

神主導⋯ 

人計畫⋯ 

神引領⋯ 

人跟隨⋯



神所指引的腳步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He renews my soul.  
He guides me along the paths of righteousness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詩篇：二十三3, G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