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
神对
你生命的旨意

引 言
生命如旅程。神爱你，他希望你在这个旅程中成功。每个人生命中的成功，都取决
于他们是否能实现神对他们生命的美好旨意，其中也包括你。你最终可以进入神永
恒的国度，拥有他丰盛的祝福，或是生活在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中，是由你所选择
的路径而定。若选择光明大道，你就要发现并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因此你需要
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更多地认识神。这本学习指南的设计是要帮助你达到认识神的目
标。

每一课都包含三部分： {1} 经文默想, {2} 基础问题，与 {3} 经文背诵。
经文默想将帮助你逐步认识神话语的真理，基础问题则帮助你活出真理，经文背诵
是要帮助你将真理藏在心中。

在这本指南里，你会学到圣经中有关发现和实现神的旨意，及你要怎样为此
预备自己。

请以祷告开始每一个课程的学习，用自己的话写出基础问题的答案，恳求神帮助你
可以将他向你所启示的真理透过生活活现出来。随着你逐渐认识神，愿神的祝福临
到你！

第一课
圣经对于发现和实现神的旨意的说法
经文默想:
请阅读问题和经文，默想（思想神所说的话），并根据在默想中所得到的启示用自
己的话写出问题的答案。
1. 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以弗所书 5:15-17

2. 关于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他说了什么？罗马书 11:29

3. 我们需要做什么才能发现并实现神对我们的旨意呢？耶利米书 29:13

4. 我们每日要将什么降服于神才能全心地寻求他呢？
路加福音 9:23; 14:26-27, 33

5. 每天我们要用什么喂养我们的心和思想因此可以发现并实现神对我们的旨意
呢？马太福音4:4, 诗篇 1, 提摩太后书 3:16

6. 我们要怎样向神祷告才能发现并实现神对我们的旨意呢？
马太福音 6:5-16; 提摩太前书 2:1-2, 8; 哥林多前书 14:15

7. 我们如何能常常充满神的灵因此可以发现并实现神对我们的旨意呢？
以弗所书 5:18-20

8. 在默想神的话语和祷告之后，我们要怎样为他而活才能发现并实现神对我们
的旨意呢？ 加拉太书 2:20, 5:16-25; 罗马书 8:14
9. 什么是凭信心活出圣灵充满之生命的结果？
约翰福音 8:31-32, 彼得后书 1:5-11

10. 我们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时，神会做什么？彼得前书 2:15

11. 我们若能实现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呢？约翰壹书2:17

12. 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在那些不遵行神旨意的人身上呢？马太福音 7:21-23

基础问题：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1. 你是否意识到神要你知道他对你的旨意，及在你未曾出生时神已经决定了你
生命的意义吗？是__ 否 __ 若否, 请现在就祷告，求神向你显明这个真理。
2. 你是否知道你每日将自己完全地降服于神将帮助你发现并实现神对你的旨意
吗？是__ 否 __ 若否, 求神现在就向你显明这个真理，并从今天开始吧。
3. 你是否意识到每天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语和祷告是发现并实现神对你旨意必须
要做的吗？是__ 否 __ 若否, 求神今天就向你显明这个真理吧。
4. 你是否意识到要常常充满神的灵，你才能凭信心生活并受圣灵的引导来实现
他对你生命的旨意呢？
是__ 否 __ 若否, 请现在就祷告，求神帮助你明白这些。

5. 你是否明白藉着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改变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心吗？
是__ 否 __ 若否, 请现在就祷告，求神帮助你明白这真理。
6. 你是否了解你若不遵行神的旨意就与他的国无份了？
是__ 否 __ 若否, 请现在就祷告，求神向你显明这个真理吧。

经文背诵: 通过背诵经文将神的真理藏在你心中

第二课

以弗所书5:17

神对你的旨意
默想的要点: 请阅读大纲，默想（思想神的话语所说的，及在你身上的对照）
神呼召你做什么？(不要将个人的喜好与神的呼召混为一谈)
你看到自己是如何回应神的呼召呢？
你个人的呼召将如何融入当地的教会团契或宣教团队呢？
神赐给哪些目标来帮助你完成他对你的呼召呢？(你应该设定目标表，但不要超过8
个目标)
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
第三目标
第四目标
第五目标
第六目标
第七目标
第八目标
基础问题： 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1. 你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吗？ 是__ 否 __ 若否，求神今天就向你显明吧。
2. 你能否明白这些目标可以帮助你实现神对你的旨意吗？是__ 否 __ 若否, 求神
今天就向你显明吧。
实际运用:
请写出你对神为你生命旨意的理解，和那些帮助你实现这一旨意的目标。

注意:
神带领你进入不同的事工时，目标会有所改变，但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却永不改变。

第三课
为实现神对你的旨意，你所需要做的事
默想的要点: 请阅读大纲，默想（思想神的话语所说的，及在你身上的对照）

下面是如何计划达成这些目标的大纲
每个目标都要写在单独的纸上
要达成的目标____

目标:
步骤: 神所赐给你达成这一目标的步骤 (至少2个，最多不要超过8个)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第五个步骤
第六个步骤
第七个步骤
第八个步骤

基础问题： 通过活出在经文默想中神所向你启示的真理，来帮助你逐渐认识神。
你是否看到这些步骤将帮助你达成那些目标从而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吗？
是__ 否 __ 若否, 求神今天就向你显明吧。
实际运用: 写出神向你显明的，能帮助你达成目标和实现他对你生命旨意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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