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標竿何處尋

箴言19:21

使徒行傳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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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40天的主題:有目標的生活

´B.總結標竿人生系列

´C.個人分享



標竿(purpose)在不同聖經譯本中的同義詞

´目標 (purpose, aim)

´目的 (purpose, goal)

´旨意 (will, wish, desire)

´計劃 (plan, purpose)

´謀算 (plan, purpose)

´心意 (wish, desire)

´指導 (counsel, advise)



A.第40天的主題:有(主內)目標的生活

´(1)人心有許多計劃；卻只有主的目的才能成就

(箴言19章21節，NIV)
(新譯)

20 你要聽勸告，受管教，好使你將來作個有智慧的人。
21 人心裡的謀算(計劃)很多，唯有耶和華的計劃(指導/目的)
能實現(站得穩)。

22 人所渴望的，就是忠誠(仁慈/好善)；作窮人比作撒
謊的人還好。

23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引導)生命；他必安居知足，不
會遭受禍患(不受禍患探訪)。



雅各書5:13-17 (當代)

´13 你們有些人說：「今天或是明天，我們要往某某城去，
在那裡逗留一年半載，做生意賺錢。」

´14 其實你們根本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你們的生命是
什麼呢？你們只不過像一陣霧氣，出現片刻，就無影無蹤
了。

´15 你們只當說：「如果主許可，我們就可以活著，可以做
這事或做那事。」

´16 現在，你們竟敢傲慢自誇，這實屬邪惡。

´17 所以人若知道善而不去行，就是犯罪。



人生目標導向的宣言

有目標導向的人生就要有“目的宣言”(Life 
Purpose Statement)

´甚麼是我生命的中心？________________

´甚麼是我生命中的群體？______________

´甚麼是我生命的品格？________________

´甚麼是我生命的貢獻？________________

´甚麼是我的人生信息？________________



主內的目標導向宣言(例子)

´我要在生活每一個細節範籌上學尊重神/敬畏神

´無論在敎會內外,受到抱怨/指責/誤會/傷痛,我願意用
愛在神家與弟兄姊妹相處

´我對人要用謙虛誠懇態度交住,讓別人藉著我看見基督
柔和謙卑的形象

´無論敎會什么崗位/形色/需要,我會盡力幫助,齊心努
力效法/見証主的服事榜樣

*你今天心中有没有一個目標宣言



´(2)大衛在他的世代服事了神的旨意。

(使徒行傳13章36節，NASB)

(新譯)

34 至於神使他(耶穌)從死人中復活，不再歸於朽壞，他曾這
樣說：我必把應許大衛的、神聖可靠的恩福賜給你們。

35 所以他在另一篇說：你必不容你的聖者見朽壞。

36 大衛在他自己的世代(那一代)裡，遵行了神的計劃(旨意/
目的)，就睡了，歸回他列祖那裡，見了朽壞。

37 唯獨神所復活的那一位，沒有見過朽壞。

A.第40天的主題:有(主內)目標的生活



神要使用你(服侍這世代)

´你以這短暫、有限的生命，去(幫助)完成神永恆無限
的偉業(神的目的 God’s Purpose)。

´神仍在尋找合用的人。

約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
並且完成他的工作。”

太20:28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而是要服
事人，並且要捨命，作許多人的贖價。”

*你今天有没有(或如何)讓神使用,去服事衪?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我喺呢度為乜?

B.總結



我喺呢度為乜?____我的目標?

我喺呢度為乜?____我的目標? 

我喺呢度為乜?____我的目標?

我喺呢度為乜?____我的目標?

家庭

事業

信仰

學業



信神的人, 生命目標不應只在世上

´挪亞造方舟

´約瑟坐監房

´摩西在放羊

´約伯生毒瘡

´但以理被擄

´彼得十架下

´保羅被毆打

´約翰在拔摩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我喺呢度為乜?



屬神的人五個主導生命目標之取向

´ 1.We were planned for God’s pleasure 神已計畫，要我們為討衪喜悅而活
God wants me to center my life around HIM (Worship)
神要我有一個以衪為中心的生命 (敬拜)

甚麼是我生命的中心？______________________

´ 2.We were formed for God’s family 神塑造我們，要為神家而活
God wants me to learn to love His family (Fellowship)
神要我學會愛衪的家 (團契)

甚麼是我生命中的群體？____________________

´ 3.We were created to become like Christ, 我們被造是為了像基督
God wants me to cultivate spiritual maturity (Discipleship)
神要我培養屬靈的成熟 (受訓)

甚麼是我生命的品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屬神的人五個主導生命目標之取向

´ 4.We were shaped for serving God 我們被塑造是為服事神
God wants me to contribute something back (Ministry)
神要我盡一分力去貢獻 (事奉)

甚麼是我生命的貢獻？__________________

´ 5.We were made for a mission 我們被造是為一個使命
God wants me to tell others about His love (Evangelism)
神要我將衪的愛告訴別人 (宣道)

甚麼是我的人生信息？__________________



人生目標

´若神問你:由現在開始至返天家,你會如何活這生命?

´若神問你:十年後你就會返天家,你會如何活這生命?

´若神問你:五年後你就會返天家,你會如何活這生命?

´若神問你:一年後你就會返天家,你會如何活這生命?

你人生的:輕?____重?____



應該有比這更多的生命(There got to be 
more life than this)

´你生命標準是為生存

Survival level of living
´你生命標準是為有成就

Successful level of living
´你生命標準是為有明顯的意義

Significant level of living



“借用”林前3:10-15的圖像

´ 10 我照著上帝賜給我的恩典，好像一位有智慧的建築師打穩了根
基，然後讓其他的工人在上面建造。但每個人建造的時候要小
心，

´ 11 因為除了那已經奠定的根基——耶穌基督以外，沒有人能另立
根基。

´ 12 人們用金、銀、寶石、草、木或禾稭在這根基上建造，

´ 13 每個人的工程將來都會顯明出來，因為到了審判的日子，必用
火試驗各人工程的品質。

´ 14 人在這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經得起考驗，他必獲得獎賞。

´ 15 人的工程若被燒毀了，他必遭受損失，自己雖然可以得救，卻
像火裡逃生一樣。



你在主裏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什么人生目標主導著你的生命？



´C.個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