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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眼中的得勝者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 
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Everyone who competes in the games  
goes into strict training.  

They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not last,  
but we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last forever. 

（哥林多前書：九25, NIV）



恩賜、才能

恩賜、才能    

   



恩賜、才能

天賦、 Specialty 

熱衷、 Heart 

能力、 Ability 

個性、 Personality 

經驗、 Experience



恩賜、才能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Don’t neglect the gift which you received… 

（提摩太前書：四14a, GW）



讓我們⋯ 

珍惜神託付的『恩賜、才能』⋯ 

恩賜、才能



操練、節制

恩賜、才能 操練、節制  

   



操練、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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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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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四14a, 15a, GW）



操練、節制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All athletes are disciplined in their training…  
So I run with purpose in every step.  

I am not just shadowboxing.  
I discipline my body like an athlete,  

training it to do what it should. 

（哥林多前書：九25a, 26-27a, NLT）



讓我們⋯ 

盡己忠心的去『操練、節制』⋯ 

操練、節制



成長、進步

恩賜、才能 操練、節制 

成長、進步

成長、進步

 



成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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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4a, 15, GW）



成長、進步

神讓我們遇見每一個『試煉、挑戰』，
不是為了『成、敗、輸、贏』， 

而是要讓我們知道 
『什麼是自己還沒有學會的』。 

 
神要藉著『試煉、挑戰』讓我們知道，

今天的自己是否比昨天好， 
並期盼明天的自己能比今天好。 

【曠野微聲 2015/09/03】



讓我們⋯ 

看重神眼中的『成長、進步』⋯ 

成長、進步



稱讚、榮耀

恩賜、才能 操練、節制 

成長、進步 稱讚、榮耀



稱讚、榮耀

Reputation is what others see you in their eyes. 
『聲望』是別人眼中如何看我們。 

Character is what God see you in His eye. 
『品格』是神眼中如何看我們。 

— Anonymous 



稱讚、榮耀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Our suffering is light and temporary  
and is producing for us an eternal glory  

that is greater than anything we can imagine. 

（哥林多後書︰四17, GW）



讓我們⋯ 

專注在神裡的『稱讚、榮耀』⋯ 

稱讚、榮耀



標竿、目的 

恩賜、才能 操練、節制標竿、目的 

成長、進步 稱讚、榮耀



標竿、目的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三13-14）



標竿、目的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 

I consider my life worth nothing to me,  
if only I may finish the race and  

complete the task the Lord Jesus has given me. 

（使徒行傳︰二十24, NIV）



讓我們⋯ 

定睛神所定的『標竿、目的』⋯ 

標竿、目的 



Eric Liddell、李愛銳



成為神眼中的得勝者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 
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 
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Everyone who competes in the games  
goes into strict training.  

They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not last,  
but we do it to get a crown that will last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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