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注於討神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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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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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 
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 
（哥林多前書：九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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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三13-14）

『消極』與『積極』



專注於討神的喜悅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above,  
not on earthly things.  

 
 

（歌羅西書：三2,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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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眼中的『大事』



Expect great things from God;  
Attempt great things for God. 

向神求大事，為神做大事。 

— by William Carey

神眼中的『大事』



神眼中的『大事』

以利亞對以利沙說、 
我未曾被接去離開你、 

你要我為你作甚麼只管求我。 

以利沙說、 
『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 

 
（列王紀下：二9）



神眼中的『大事』

王住在自己宮中、耶和華使他安靖、 
不被四圍的仇敵擾亂。  

那時、王對先知拿單說、 
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 

（撒母耳記下：七1-2） 



神眼中的『大事』

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 
 

（使徒行傳：七48）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使徒行傳：十七24）



神眼中的『大事』

向神求『大事』？ 

專注在『神眼中的大事』！ 

『按著神的心意』、 
專注在『神眼中的大事』！



神眼中的『成功』



神看一件事的『好、壞、對、錯、 
成功、失敗、值得、不值得』， 
不是以這世上暫時的看法、 
而是以天上永恆的觀點來衡量。 

—  from『曠野微聲 2022-01-23』 

神眼中的『成功』



神眼中的『成功』

Being successful  
and fulfilling your life’s purpose  

are not at all the same issue!    

能成為世人眼中的成功者、 
與能成為生命目的的實現者， 

完全是兩回事。 

— by Pastor Rick Warren from his book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神眼中的『成功』

Our greatest fear should not be of failure,  
but of succeeding at something  

that doesn’t really matter.   

我們最要感到害怕的、 
不是『失敗』，而是在一些 
不是真正重要的事上『成功』。 

— by D. L. Moody



每一個大大小小的『成功』， 
都是神給我們的『試驗』... 

要看我們是會『更驕傲』還是『更謙卑』 

是會『更倚靠自己』還是『更倚靠神』 

是會以它來『榮耀神』還是『榮耀自己』 

是會把它成為『自己的祝福』 
還是『眾人的祝福』？ 

—  from『曠野微聲 2016-06-02』

神眼中的『成功』



師長看重的是我們的『成績』 

同事看重的是我們的『成效』 

上司看重的是我們的『成果』 

世人看重的是我們的『成功』 

歷史看重的是我們的『成就』 

但神所看重的， 
是我們在靈裡的『成熟』。 

—  from『曠野微聲 2016-01-07』

神眼中的『成功』



神眼中的『成功』

God has not called me to be successful.  
He has called me to be faithful. 

神並沒有呼召我做一個『成功』的人，
祂是呼召我做一個『忠心』的人。 

— by Mother Teresa



神眼中的『成功』

向神求『成功』？ 

專注在『自己的良善、忠心』！ 

『帶著良善忠心』、 
來完成『神所託付的事』！



神眼中的『國度』



神眼中的『國度』

『國度、Kingdom』 

領導統治者：君王、政府 

組成的份子：百姓、人民 

疆界的範圍：國土、領域 

自主的規範：主權、法律



神眼中的『國度』

『神的國度、Kingdom of God』 

領導統治者：真神所掌權 

組成的份子：神國的子民 

疆界的範圍：神權能充滿 

自主的規範：神旨意成全



神眼中的『國度』

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馬太福音：六9-10）  



神眼中的『國度』

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 
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馬可福音：一14b-15）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 
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 
講說神國的事。 
（使徒行傳：一3）



神眼中的『國度』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 
主阿、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 
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一3, 6-8 ） 



神眼中的『國度』

The purpose of redemption  
is not to escape the world but to renew it.   
It is about the coming of God’s kingdom  

to renew all things.   

神救贖我們的目的， 
並不是要我們『遠離』這世界， 
而是要我們『更新』這世界， 
是要使神的國度降臨， 

讓神藉著我們來『更新』一切。 

— by Hugh Whelchel from the book  
『How then should we work』



神眼中的『國度』

看重神的國度⋯ 神的國度近了！ 

進入神的國度⋯ 讓神掌權做王！ 

活在神的國度⋯ 活出神國生命！ 

拓展神的國度⋯ 使人與神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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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討神的喜悅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above,  
not on earthly things.  

 
 

（歌羅西書：三2, 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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