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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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我是誰？ 
Who am I? 

我從那裡來？ 
Where I came from? 

我現在在做什麼？  
What I am doing now?  

我往那裡去？ 
Where am I going?

人生四大問題自我介紹



『生活』與『生命』

為著自我的『生存、需要』？ 

為著自我的『所想、所要』？ 

為著自我的『夢想、理想』？ 

為著自我的『價值、意義』？ 

“Make A Living” vs. “Live a Meaningful Life”



自我肯定、Self-Esteem

『自我認知』 ＝ 『自我能力』？ 
Identity                      Ability 

『自我價值』 ＝ 『自我擁有』？ 
Value                        Possession 

『自我意義』 ＝ 『自我成就』？ 
Meaning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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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自我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耶和華阿、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篇：一百三十八8a) 



神兒女的『自我認知』



神兒女的『自我認知』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You have made us what we are. 

(詩篇：一百三十八8a, CEV)  



神對我的『創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 
 

I am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 
your works are wonderful. 

 
（詩篇：一百三十九14, NIV） 



神對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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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對我的『意念』

神阿、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其數何等眾多。  

How precious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me,  
O God.  They cannot be numbered... 

More than I could ever imagine. 

（詩篇：一百三十九17, NLT/CEV）



神對我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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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兒女的『自我認知』

You have made us what we are. 

不是要『討人喜歡』、Popularity 

不是要『勝過別人』、Competition 

不是要『完美主義』、Perfectionism 

不是要『證明自己』、Self-Proving 

更不要『自卑』、『自傲』、『自憐』



神兒女的『自我認知』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神寶貴、獨一無二的創造... 

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也都有神祂獨特、奇妙的 
計劃、意念、與帶領... 

You are special! 
 

You are created just the way  
God wanted you to be…



神兒女的『自我價值』



神兒女的『自我價值』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The Lord will work out his plans for my life. 

(詩篇：一百三十八8a, NLT)  



神對我的『託付』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詩篇︰八3-6）



神對我的『尋回』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以賽亞書：五十三6）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 
怎樣尋找他的羊， 
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 

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 
我必從那裡救回他們來⋯ 
（以西結書︰三十四12）



神對我的『救贖』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約翰福音：十11） 

祂被掛在木頭上， 
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在義上活⋯

（彼得前書：二24） 

我們既因信稱義， 
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馬書：五1）



神對我的『牧養』

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故土， 
也必在山上、一切溪水旁邊、 
境內一切可居之處，牧養他們⋯ 
（以西結書︰三十四12-13）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詩篇︰二十三1-3）



神兒女的『自我價值』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所造、所託付... 

更是神以祂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的寶血，重價買贖回來的... 

今天神也看我們至為寶貴， 
供應我們一切身心靈所需， 
日日保守、引領、看顧我們... 

Our value isn’t based on what we do,  
what we own, but Who we belong to.



神兒女的『自我意義』



神兒女的『自我意義』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me. 

(詩篇：一百三十八8a, RSV)  



生命意義的尋索

人一切的勞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 
有甚麼益處呢⋯？ 
（傳道書︰一3）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 
一生當行何事為美？ 

(What is Good and Worthwhile) 
 

（傳道書︰二3）



一件事物的目的與意義

『設計者』的角色？ 

確定『目的』與『功能』 

『製造者』的角色？ 

給予『能力』與『價值』 

『使用者』的角色？ 

決定『用途』與『意義』



一件事物的目的與意義



生命的目的與意義

『設計者』確定『目的』與『功能』 
Define Purpose and Functions 

『製造者』給予『能力』與『價值』 
Enable Ability and Value 

『使用者』決定『用途』與『意義』 
Determine How it was Used 

Does it serve the Purpose? 
Do we make it worthy and meaningful?



神對我的『塑造磨練』

耶和華阿、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 
我們是泥、你是窯匠， 
我們都是你手的工作⋯  
（以賽亞書：六十四8） 

窯匠用泥作的器皿、作壞了， 
他又用這泥另作別的器皿⋯ 
（耶利米書︰十八4）



神兒女的『自我意義』

『使用』神給我們每個人特別的 
『恩賜』(SH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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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神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 
『目的』(Purpose) ...  

We are special, we are valuable, but we need to 
work with God to make it meaningful.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自我認知、Identify』 
父神眼中、獨一無二的我 

『自我價值、Value』 
耶穌寶血、重價贖回的我 

『自我意義、Meaning』 
神所塑造、榮神益人的我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真正謙卑的人， 
認識神眼中的自己、 
接納神眼中的自己、 
坦然表現真正的自己、 
倚靠神做最好的自己； 

 
並能出於愛心， 

去接受、接納別人的優缺點⋯ 
 

【曠野微聲 2022-01-20】



神賦予生命意義目的

不是在『擁有什麼、 What to have』 

不是在『做什麼、 What to do』 

不是在『去哪裡、 Where to Go』 

神所在意的是我們 
『成為什麼、Who to Be』 

是否能成為『榮耀神、祝福人』的人？ 



在神裡的生命

『我是誰？』 
父神所愛、祂獨一無二的兒女 

『我從那裡來？』 
父神所造、有價值目的的生命 

『我現在在做什麼？』 
按神計畫、來實現父神的美意  

『我往那裡去？』 
與神同在、同行、同工、同心、 

到那永恆更美的家鄉



在神裡豐盛的生命

耶和華必成全關乎我的事， 
耶和華阿、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The Lord will finish the work He started for me. 
O Lord, Your loving-kindness lasts forever. 

(詩篇：一百三十八8a, NL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