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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生命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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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文

有一篇網路故事，說到有一個女孩，沒有考上大學，只好在鄉下的小
學教書，但不到一個星期就被辭退。母親安慰說：
「不要太傷心，可能會有
更適合你的工作等著你去做。」後來，她去做剪裁衣服的工作，但因為手腳
太慢，最後又被辭退。母親對女兒說：
「手腳總是有快有慢，別人已經做了
很多年了，怎麼快得了？」女兒先後做過紡織工、管理員、會計等行業，但
無一例外，都是半途而廢。然而，每次女兒沮喪回來時，母親總是安慰她，
從沒有抱怨。三十歲時，女兒憑著一點語言天賦，做了聾啞學校的輔導員。
後來，她開辦了一間殘障學校，再後來她在很多城市開辦了殘障人用品連鎖
店，最後她是一個擁有幾千萬資產的老闆了。有一天，這個成就非凡的女兒
來到已經年邁的母親面前，她想知道當初的她一直失敗，連自己都覺得已經
前途渺茫時，是甚麼原因讓母親對她仍存有信心呢？母親很簡單回答：
「一
塊地，不適合種麥子，可以試種豆子；豆子也長不好的話，可以種瓜果；瓜
果也不成的話，撒上一些蕎麥種子一定能開花。因為一塊地，總有一粒種子
適合它，也總會有屬於它的一片收成。」
我們對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期待和信心？相信神必定會幫助我們，因為
祂也渴望我們活出豐盛而有影響力的人生。但是，我們要看見自己和別人不
一樣的生命特質，我們才能去發揮自己的獨一無二，完成神給我們的人生使
命。生命特質是用一個英文字 S.H.A.P.E. 的五個字母來組合的，這五個英
文字母代表『生命特質』的五方面的特徵：
第一個字母，S 代表恩賜（Spiritual Gifts）
：恩賜是指神所賦予的特殊才能，
是一個人在信主之時，由聖靈賜下的，為要使我們能夠服事人，與人分享神
的愛，使教會得到建立。例如：神給人有傳福音的恩賜、有治理教會的恩賜、
有幫助人的恩賜等。
第二個字母，H 代表心志（Heart）
：心志是我們渴慕服事的心願所在，心裡
的熱情會催逼我們去關心一些事情、群體或種種令我們感到興趣的。例如：
有人會長久以來在兒童中間服事，有人會不時關心服事露宿者。找到自己的
心志，就不會感到辛苦，因為這是令我們的心會跳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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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初信成長班」於是主日上午 11:30 在東貿 1-2 號房間舉行。請已報名的
弟兄姊妹準時出席。
2. 「植堂、教會祈禱會」於 16/7（下主日）下午 1:00 在東貿禮堂舉行，懇請
弟兄姊妹出席參與。
3. 上主日堂慶聯合崇拜出席人數：441 位；兒童區活力寶寶人數：18 位。
4. 上主日共收獻金$136,937.80。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請向李恆瑜
姊妹查詢。
5. 昆明助學籌款目標為$130,600，現籌得款項共$142,400。

（…...接封面）
第三個字母，A 代表能力（Abilities）
：能力是我們最擅長做的事，是我們與生
俱來或後天培養的才幹，是我們很喜歡去做的。當我們能夠使用這些能力，
我們就能夠感受到生命的動力。例如：有人善長鼓勵人，令人振奮，激勵人
心。有人則善長統籌，有很好的組織、協調的能力。亦有人善長烹飪，預備很
好的食物及侍候。
第四個字母，P 代表性格（Personality）
：性格是我們的獨特個性，我們與人相
處及我們回應機會的性情組合。例如：有人是外向、自我表達、喜歡合作；但
有人則是內向、自我克制、喜歡爭競。有人喜歡以人為主導、跟從人、喜歡規
律；但有人則是以事作主導、帶領人、喜歡變化。
第五個字母，E 代表經驗（Experiences）
：我們過去的經歷，不論是美好的或
是痛苦的，神都可以用得到。當我們願意讓神重新塑造時，我們就能夠看見
神將過去的經歷變成影響力，去影響其他人。例如有人因為經歷失戀的痛苦
日子，其後開了一間戀戀學堂，並透過電台、書籍等，去幫助年青人如何面對
拍拖失戀。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
預備叫我們行的。」(以弗所書 2:10) 在另一個譯本譯作：
「我們是上帝的傑作，
他在基督耶穌裏重新創造了我們，讓我們能夠去做他早已安排給我們做的善
事。」(新普及譯本) 我們每一個都是神所創造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裏被重新
創造，我們的生命是被賦予意義和價值。所以，我們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沒
有人能取替我們。我們要認識我們生命的特質，發現我們的獨特性，我們就
不需要去比較，也不需要自大或自卑，只要去明白神對我們的獨特設計，活
出神給我們的人生使命，我們就會為祂在世上帶來美好的改變。

每日代禱資料
9/7 星期日
為教會代禱
‧ 為教會的成青禱告，求主幫助每一個成青組員的生命，得著聖靈的更新與
激勵，並在工作與家庭中為主作美好見證！
10/7 星期一
為肢體代禱
彭月琴姊妹（萬年青組）
‧ 因糖尿病關係常有發燒情況，晚上睡眠質素不好。求主早日醫治，使晚上
睡得安寧，日間有充足精神活動。
11/7 星期二
為肢體代禱
蕭展意姊妹（長青組）
‧ 求主保守家人出入平安，並且有健康身體。
12/7 星期三
為肢體代禱
魏龍飛弟兄（男萬年青組）
‧ 感謝神！生活上一切順利和安好。
13/7 星期四
為肢體代禱
馬瑞清姊妹（長青組）
‧ 求主耶穌加能賜力，使自己有健康的體魄返小組與組員相親相愛。

14/7 星期五
為肢體代禱
莫雅頌姊妹（長青組）
‧ 求主保守自己和兒女各人身體健康、出入平安，未信主的家人早日歸信主。
15/7 星期六
為宣教士祈禱 芥菜種家庭（基道旺角堂、大角咀基全堂，創啟地區）
‧ 7 月在港述職期間，求神使用他們在不同教會中的證道和分享！
‧ 8 月回到工場前，能與香港親人共享天倫！

「活出使命人生」主題經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
備叫我們行的。
（以弗所書 2:10）

本週代禱事項
‧

昆明雲彩之旅代禱：一行 4 人加上一位雲彩會義工於 10-17/7 參與昆明雲
彩之旅活動，團隊：林志文、姚根英、陶靜、楊俊朗和義工陳志超。這
次行程包括：與高中生見面、家訪、大學生營會。求天父保守帶領，把
天父的祝福帶到他們當中；也保守團隊的平安。

兒青區聚會
零歲至 2 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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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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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上午 10:30 至 11:30（崇拜）
主日：上午 11:45 至 1:15（小組）
(逢第三個主日參與成人崇拜， 當日小組另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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