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他們走向豐盛的生命



人生旅程中的七個問之



My Profession

How am I going to support myself? 
我要如何來維生6來過活？ 



My Talent

Which talents, personality, enthusiasm I have?  
我的才能6個性6所熱衷的是什麼？



My Ultimate Goal

What is the ultimate goal in my life?  
我人生的』極目標是什麼？



My Meaning and Purpose

Why am I living?  
我生命存活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 



My Companion

Who shall I walk my life with and How?  
我要與誰6並如何共渡此生？



My Belonging

Where do I belong to?  
我的家6我的歸宿在世裡？ 



My Destiny

When will my life end? 
我的生命什麼時候會結束？



有:位神？



如何看我e的人生？

『隨機9的人生觀？ 

『因果9的人生觀？ 

『命定9的人生觀？ 

『互動9的人生觀？



有:位造物主？

自從造天地以來6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6 
雖是眼不能見6但藉著所造之物6 
就可以曉得6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e雖然知道神6 
卻不當作神榮耀他6也不感謝他。 

他e的思念變為虛妄6 
無知的心就昏暗H。 

 
（羅乏書：:2 -21九 



有:位造物主？



有:位救贖主？

祂被掛在木頭上， 
親上擔當H我e的罪， 
使我eꔇ在義上活ꔇ。 
（彼得前書：二24九  

我e既因c、義，就藉著我e的 
主耶。基督得與神相和ꔇ。 

（羅乏書：五1九  



有:位救贖主？



有:位引領主？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6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七義三ꔇ。 

（詩篇：二十三3九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三也 
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ꔇ。 

（箴言：十六9九



有:位引領主？



有神引領的人生



Profession6專業

『H14？9  
我要如何來養生6來過活？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也我必不至缺乏。 
（詩篇：二十三1九 

神在意並顧念每個人， 
祂會a應:切所主； 
讓我e以自己的專業， 
來服事幫助周圍的人。



Talent6恩一

『Whi,h？9  
我的恩一6才能6所熱衷是什麼？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一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一的好管家。 
（彼得前書：四1 九 

神要我e作忠心的管家， 
讓我e不斷去發掘6發展6運用， 

神所一給我e的恩一。



Ultimate Goal6』極目標

『Wha3？9  
我人生的』極目標是什麼？ 

我e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裡造成的。 
（以弗所書：二1 九 

神要我e在主裡的新生命， 
不斷的建造6成長， 

讓我e能越來越像耶。。



Meaning and Purpose6意義目的

『Wh5？9  
我生命存活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 

要在你e的上子上榮耀神ꔇ。 
（哥林多前書：六2 九  
你也要叫w人得福ꔇ。 
（創世記：十二2九 

神要藉著我e的生命榮耀神， 
藉著我e的生命6 

使我e周圍的人蒙福。



Companion6伴侶

『Wh1？9  
我要與誰6並如何共渡此生？ 

神就是愛ꔇ 
我e愛，因為神先愛我e。 
（『翰壹書：四16,19九 

神會為我e預i家人6伴侶6朋友， 
讓我e成為神愛的導管， 

在愛裡互相幫補。



Belonging6歸屬

『Wh-2-？9  
我的家6我的歸宿在世裡？ 

不些人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6 
是寄居的，他e卻羨慕:個 
更美的家鄉6就是在天上的。 
（希伯來書：十:13,16九 

神創造我e6 
也要我e回y神的家， 

祂世世代代作我e的居所。



Destiny6』點

『Wh-0？9  
我的生命什麼時候會結束？？ 

求你指教我e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e得著智慧的心。 

（詩篇:九十12九 

我e在不世上的年日6 
與永恆的生命都在祂手中， 

讓我e把握世上年日，為神而活。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6為自己的名引導我七義三。
（詩篇：二十三3九

有神引領的人生



我來H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ꔇ。  
（『翰福音：十1 九

豐盛的生命



陪他e七過



『感動9來自『屬靈的眼光9

惟有:個撒瑪利亞人6 
行三來y世裡也 

看見他就動H慈心。 
（三加福音：十33九  

他看見許多的人6就憐憫他e也 
因為他e困苦流離6 
如同羊沒有牧人:般。 
（乏太福音：九36九



『愛心9來自『憐憫的心懷9

惟有:個撒瑪利亞人6 
行三來y世裡也 

看見他就動H慈心。 

Then a despised Samaritan came along,  
and when he saw the man,  
he felt compassion for him. 

（三加福音：十33 NLT九



『行動9來自『上前的意志9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6 
包裹好H6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6 

帶y店裡去照應他。 
第二天拿t二中銀子來6 
交給店主說6你且照應他也 

此外所費用的6我回來必還你。 
 

（三加福音：十34-35九



『分享9來自『豐盛的泉源9

我e誤以為神呼召我e成為 
『製造者6Manufacturers9， 
r實神真正是呼召我e成為 
『輸送者6Distributors9。  

唯有我e的神有:切豐盛的資源， 
來滿足人所有的主要， 

我e所能h的是先接受祂豐盛a應， 
然後才能與w人來分享。 

— by Dr. Warren W. Wiersbe  
from his book ́On Being a Servant of God͂ 



『大使命9與『大誡命9



『大使命9

所以你e要去6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6 

奉父子聖靈的名6給他e施洗也 
凡我所吩咐你e的6 
都教訓他e且守， 
我就常與你e同在6 
直y世界的末H。 

 
（乏太福音：二十o19-2 九



『大誡命9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6並天使的話語6 
卻沒有愛6我就成H鳴的鑼6 

響的並:般。 
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6 

也明白各樣的奧祕6各樣的知識也 
而且有ni的c6叫我能彀移山6 
卻沒有愛6我就算不得甚麼。 
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6 

又捨己上叫人焚燒6卻沒有愛6 
仍然與我無益。 

 
（哥林多前書：十三1-3九



初信成長 長大成熟慕道尋求未曾所知

愛

決志信主



宣教6Mission

不只是『使命96而是『感動9 

不只是『責W96而是『愛心9 

不只是『理念96而是『行動9 

不只是『犧牲96而是『分享9



活t神的誡命6使命6與生命

『感動9來自『屬靈的眼光9 

『愛心9來自『憐憫的心懷9 

『行動9來自『上前的意志9 

『分享9來自『豐盛的泉源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