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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7 

By Jim Mathis  
 

做最好的自己 
 

上週在一個當地作家小組的月會中，一位成員說她還沒上小學之前，她媽媽訂閱了

一個兒童讀書俱樂部的月刊。這些月刊啟發了她閱讀的愛，以及對書籍的熱情，最

終促使她成為作家。她相信在死亡之前，確實有方法能活出最終被上帝按「讚」的

生命。 

 

身為一個自稱的文字大師，她說她很喜歡童書作家蘇斯博士(Dr. Seuss)那些引人入

勝、字字珠璣的書。其中一本書這樣寫著：「今天你就是你！這比真實更真實！沒

有人比你更像你！」這句話讓我想起了自己最喜歡的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的

一首歌。狄倫在＜瑪姬的農場＞(Maggie's Farm) 這首歌裡宣佈自己脫離民謠獨立

出來：「我盡己所能活得像自己，但所有人都希望我像他們一樣。」 

 

你是否有時會發現，即使你認為自己已經表現出最好的自己，其他人卻希望你成為

其他人，多數時候是像他們自己一樣？我最近聽某人說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天就

是我們出生的那天，以及我們明白自己為何出生的那天。可悲的是，我們大多數人

都花了很多時間試圖成為別人期待中的人，以至於我們很少明白自己是誰，或者為

什麼我們是自己。 

 

聖經提到了我們的獨特性，就是上帝設計我們每一個人的方式：｢我的肺腑是你所造

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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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譯：我被造的肢體尚

未有其一），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詩篇 139 篇 13-16 節） 

 

上面的經文說到上帝對每個人都有一個特別的計劃，祂不僅賜予每一位孩子不同的

外在生理，祂也給我們獨特的才能、興趣、能力和屬靈恩賜。在工作、家庭和社區

中，人們試著強迫我們滿足他們對我們的期望，但聖經勸告我們，「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羅馬書 12 章 2 節） 

 

上帝希望我們活出、成為祂預定的樣式，而不是我們周圍的人和環境可能試圖影響

我們成為的樣子。使徒保羅寫信給他年輕的門徒提摩太，鼓勵他說：「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 2 章 15

節）。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被呼召做全職同工，但我們仍然被要求了解上帝的

真理，並應用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 

 

我們被放在這個世界是為了帶來改變，如果我們和其他人沒有甚麼不同，只想符合

別人的期待，很難有不一樣的作為。我建議你就是做你自己，成為上帝計畫中的

你。也許世界上的人不認為這有多偉大，你可能也不會得到認同或表揚。很少人如

此。但無論大小，我們都有一個神給予我們的人生目的，我們也不要低估自己能產

生的影響力。你的人生目的就是成為最好的自己！ 

 
Jim Mathis 是美國堪薩斯州歐弗蘭帕克攝影工作室的老闆，專門從事商業和戲劇肖像攝影，並經營著一所攝影學
校。 他以前是密蘇里州堪薩斯城咖啡店的經理和 CBMC 的執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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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討論 
 

第一、蘇斯博士(Dr. Seuss)的書說：「今天你就是你！這比真實更真實！」如果有

人問：「你是誰？」你會怎麼回答？ 

 
第二、巴布‧狄倫的一首歌說：「我盡己所能活得像自己，但所有人都希望我像他

們一樣。」你是否覺得別人常常希望你能符合他們想要的模樣，而不是欣賞

你的獨特性？如果是這樣，你的反應是什麼？這仍然在你的生活中發生嗎？ 

 
第三、你對聖經宣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被神造得「奇妙可畏」有什麼想法？對你來

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第四、當你讀到本文說：「我們都應該試著改變周圍的世界」時，你會想到什麼？

這是我們應該有意識實現的目標，還是你認為這應該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發

生的？請解釋你的答案。 

 

如想要閱讀更多關於這個主題的經文，請參考以下內容。  
 
哥林多前書 3 章 9 節 

3:9 因為我們是與 神同工的；你們是 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哥林多前書 3 章 16-17 節 

3:16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 

3:17 若有人毀壞 神的殿， 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 神的殿是聖的，這殿就是你們。 

 
腓立比書 3 章 7-14 節 

3: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

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3:9 並且得以在他裏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 

神而來的義， 

mailto:enquiry@cbmc.org.hk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週一嗎哪 
 午間查經分享祈禱會 

 

 
  

本文版權為正直資源中心（Integrity Resource Center, Inc.）所有。本文獲得授權改編自「瑞克．博克思的正直時刻Integrity 
Moments with Rich Boxx」。這系列的文章是以一個基督徒的觀點評論職場的正直議題。全文翻譯出自台灣總會。 
 

由香港工商基督徒協會 (CBMC Hong Kong Ltd) 逢週一發放 
地址: 香港九龍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9 樓 905 室   Tel: (852) 2805-1923     Fax: (852) 3747-6218 

Email: enquiry@cbmc.org.hk   Web: www.cbmc.org.hk 

支持本會使命，服侍工商界及職場，請下載奉獻表格   http://www.cbmc.org.hk/images/download/online-offer.pdf 

 4 

3: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3: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

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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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章 11-12 節 

1:11 因此，我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 神看你們配得過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

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工夫， 

1:12 叫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都照著我們的 神

並主耶穌基督的恩。 

 
彼得前書 1 章 3-8 節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

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1: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1:5 你們這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1: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

榮光的大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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