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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課 ND-410:《明白 神的旨意》
于宏潔弟兄 2015 年 12 月 20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15 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16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 5:15-17)

禱告：
主耶穌，我們整個《新人門徒訓練》已經快要結束。我們何等希望祢來教導我們一輩
子，對我們說話，也更讓我們對祢的話能夠認真，好讓祢的話能夠真實地來改變我們。主
啊，今天我們要講一個這麼重要的題目，就是怎麼樣能夠明白祢的旨意。幫助我們能從祢的
角度來看這個題目，而不只是從我們個人的需要上來看這個題目。我們謝謝祢，把屬天的智
慧賜給我們，讓我們真明白祢的心意，而且活在祢的心意中。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我想我不光是在美國各個地方去聚會，我包括在全世界，到歐洲，到亞洲，在中國，在
南半球、澳洲、雪梨、新西蘭，我不管到哪個國家去，只要聚完會，他們如果有安排問題解
答（Q&A）的話，那有一個問題是在所有的問題解答裏面一定會出現的。就是任何地方的
聚會，不管年紀大的，年紀輕的，中國的，講廣東話的，到哪裡去都會問這個問題，就是我
怎麼樣能夠明白 神的旨意到底是甚麼？
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這樣的困難，或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题。你很想知道，到底
怎麼樣我可以明白 神的旨意。有這樣子的人請舉手，好不好？也是這麼啊！我以為在我們
教會長大的都知道 神的旨意是甚麼。看来我真的很失败。我們很想知道 神的旨意是甚麼，
但是在我們開始講怎麼樣明白 神旨意的時候，我必須要先強調：我們為什麼需要明白 神的
旨意？你有沒有想過，你為甚麼需要明白 神的旨意？
以前有個年輕的姊妹跑去找一個年長的姊妹，她說：有兩個弟兄都在追我，條件都不
錯，她說我真不知道要挑哪一個。師母就瞪著她，因為這個年輕的姊妹也蠻愛主的，也蠻追
求的。她說：如果你不誤會我的話， 神才不在乎你嫁給誰。她說：如果你是一個不愛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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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你是一個不想為 神的旨意而活著的人，你嫁給誰都一樣；你如果真的是一個愛主的
人，願意為著 神的榮耀而活著的話，你嫁給誰都一樣。
希望你們不要嚇壞！所以，第一個我們就是要問的是：我為甚需要明白 神的旨意？到
底為甚麼明白 神的旨意的這件事情這麼重要？它這麼普遍地被許多人問，但是很多人問的
時候是怕損失，怕犯錯，怕我沒有得到最好的；而不是真正地想知道說 神的旨意到底是甚
麼。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要講這個題目的時候，我一開始我必須先把弟兄姊妹帶來的。因為
《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節告訴我們：「人種的是什麼，收的就是什麼。」而我們的抉擇
就是人生中很重要的種子，你做的每一個決定就等於撒一個種子，它早晚會收成的。所以，
很多年以前我就引用了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它說：你整個人這一生的命運跟結局不

是根據你的運氣來決定的，而是根據你的揀選來決定的。（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今天我們會坐在這裡，我們會成為基督徒，我們會來美國，
我們會這樣一路上有許多的決定帶到今天的，對不對？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現在我們就要面對我們剩下的未知歲月，還有許多的抉擇在我
們面前。就像剛才我們做的見證，講到海地的那個青年人，十二年前，媽媽，那個養母再三
告訴他晚上不要太晚出去。他十點半回來，吃點東西又出去，這是他做的決定。而昨天晚上
當我們在那裡聽，就是星期五晚等於就是昨天的清晨，因為我們碰到過他們幾個的場面都是
非常兇暴的，所以當我聽到外面又在鬧的時候，我根本沒有辦法睡覺，我在為他們禱告。前
前後後我聽到了四個槍聲，不同時間，但是其中的一個槍聲就把一個年輕人的生命拿掉了。
這是這個孩子自己做的決定，他晚上硬是要出去，帶來這樣的結局。
弟兄姊妹，今天在我們人生的路上，有太多的事情在做決定。有大決定，有小決定，
大、大、大到不僅影響今生，影響我們永世，就是要不要信耶穌。小、小、小可以小到我今
天到底是吃炒飯還是吃炒麵，吃滷肉飯還是吃涼麵，甚至很小的事情。弟兄姊妹，在每一個
的抉擇裏，到底我們抉擇的準繩，抉擇的根據是什麼？

一. 遵行神旨意的重要與福份
遵行 神旨意爲甚麼這麼重要?不僅《聖經》上告訴我們，主自己在《馬太福音》
第七章第二十一節，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国；惟獨

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這個跟得救沒有關係。我們只要重生得救了，
信耶穌了，將來都可以進到永世裏去。但是在這裡講到國度， 神特別給那些遵行 神
旨意，愛主的得勝者，要有份於祂千年國度的歡樂， 神說：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進
ND-410

Page 2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12-20

去。有很多人就跟主耶穌講，他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太
7：22）看到了沒有？做了是對的事。「我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奉祢的命趕鬼，

奉祢的名行許多異能嗎？」（太 7：22）
今天如果有這樣的傳道人在我們中間出現，我相信後面跟了一大堆人。他不僅道
會傳，也能趕鬼。幾十年前，在山東，鬼鬧得很厲害的時候，有兩個人最會趕鬼。他
到哪裡去，鬼就怕他，那個鬼可以附身在人的身上叫人飄起來的；那個鬼可以做很
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一碰到他，一趕牠就出去了。可以趕鬼，而且還行了許多的
異能，超自然（super nature）的事情。
但是主卻說：我不認識你們。所以，你可以做這麼多屬靈的事，甚至人欽佩的事
情。但是，如果不是出於 神，如果不是 神的旨意，主說：我沒有辦法稱許你們，我
甚至不認識你們。所以，你要曉得，到底將來我這個人做的決定，我的這一生在 神的
面前，能不能討 神喜悅，那個關鍵的根據是在於：我是不是活在 神旨意中，我是不
是遵行 神的旨意。
接下來我用的另外一節《聖經》是《約翰壹書》第二章第十七節，祂說：「這世

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過去」整個世界有一天都要過去，世界上所有的情慾，所有的
享受有一天都要過去，祂說：唯獨什麼是永遠長存？「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

常存。」（約壹 2：17）所以，你看到了沒有？遵行 神旨意在 神的眼中，不是可有
可無，或是不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是一個絕對不能忽略的事情。
《啟示錄》第四章第十一節講到：「萬物是因祢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所
以，今天你我的存在，包括萬有的存在，統統是爲着 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們在講
「明白 神旨意」的時候，我先要從大的地方講下來。不然我們就急着跳進去說：主
啊，到底我要不要去讀講究所？我到底要不要嫁給這個人？到底我應該買豐田
（Toyota）呢，還是買本田（Honda）呢？我們生活一大堆的事情都跳到細節
（detail）去了。但是，我希望把大家能夠先帶回來。
而且主耶穌在主禱文裡，特別教導我們的這三件這麼重要的禱告。不光「願人都

尊祢的名為聖。」（太 6：9）不僅「願祢的國降臨。」（太 6：10）以及很重要的
禱告，早上于師母也用了：「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
10） 神有一個屬天的旨意要在這個地上實現出來，要在你我的身上實現出來。但是，
很多的時候被擋住（stuck）了，是我這個人阻擋了 神的旨意。所以，你要曉得你我很
可能是成爲阻擋 神旨意的人，因爲 神有太多的旨意要在地上實現出來， 神有太多的
計劃要透過蒙恩得救的人在這個地上能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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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在這裏只爲自己活着，只想知道自己的未來，只想爲自己的好處想
要明白，不要走錯路，我跟你說， 神沒有興趣。所以，你要尋求 神的旨意也白尋求
的，原諒我這麼講，因爲我們不是爲 神活著。所以，我剛剛開始講那個故事，你們笑
了。你挑這個弟兄，挑那個弟兄，到底哪一個？不是說 神不在乎，不是說 神真的不
管我們；而是說你這個人是一件很關鍵的事情，我們到底如何對待 神的旨意，這是很
重要的事情。
當我們肯順服 神旨意的時候，其實我們這個人本身，不僅 神喜悅我們， 神承認
我們，不會像那些人， 神說：我不認識你們。當我們順服 神旨意的時候，能夠讓我
們的這一生有永存的價值，不會隨著世界過去就過去了，而是被 神算數的。當我們肯
遵行 神的旨意的時候， 天上的旨意能夠在地上實現出來。弟兄姊妹，一面來說， 神
的喜悅在我們身上；另外一面來說， 神的祝福絕對在我們身上。
我很喜歡達比弟兄講的一句話，他說：“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裡，哪裡就有喜

樂。”我們一起講一遍，好不好？“神的旨意通行到哪裡，哪裡就有喜樂。”很
多時候我們不喜樂，是因為我們不肯讓 神的旨意通行。而我們在信心裏面，可以把
「喜樂」這兩個字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裡，哪裡就有得勝；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裡，哪裡就充滿了生命；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裡，哪裡就充滿了平
安；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裡就充滿了光明，充滿了自由，充滿了釋放。你可以加
下去的……充滿了愛。所以，今天不要以為順服 神的旨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實
在是太重要的事，也是太蒙福的一件事情了。
我記得大概快四十年前聽江守道弟兄講道時，他是倪柝声弟兄的同工，他說：我
們很多的時候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覺得當我要面對 神旨意的時候，到底是 A 還是
B？到底是左還是右？他說：我們有一個先天的觀念，那條比較痛苦的、我比較不喜
歡的就是 神的旨意。你們有沒有人有這樣的想法？有啊，這些都是愛主的人這樣想
的，但是都是上了仇敵的當，認為十字架的道路一定是受苦的路，十字架的道路一定
就是窄路，一定就是我不喜歡的路。我跟你講，十字架的道路的確是窄路，的確是要
付代價。但是，沒有那種觀念說：如果有兩個擺在前面，一定是那個苦的、是我不喜
歡的那個才是 神的旨意。他說：你不要把 神當作後媽！你不要把 神當作一個暴君，
就是要來折磨我們。你越苦，祂越快樂；你越流淚，祂越喜樂。不（No）！他說：這
是仇敵給我們的觀念， 神沒有這個樣子。關鍵不是在於外面的苦跟壞，我喜歡或不喜
歡，關鍵是在於它到底是不是從 神來的，到底是不是 神的旨意，這是我們要明白
的。
所以，認識 神旨意的時候，我們一開始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
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不光是太重要，它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忽略的事情。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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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今生的品質，它影響了我們永世的結局，它影響了我們在 神眼中的價值，它影
響了我們今天到底能不能活出基督徒該有的情形。個人、家庭、教會，整個神國度在
地上到底能不能活出神的旨意，這是今天我們非常非常關鍵的事。
保羅寫到《以弗所書》第五章的時候，我特別多放了幾節給大家背，這些經文都
是太重要的事。他是講到神旨意的時候，第十七節祂說：「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如何。」（弗 5：17）很多人都問我說：你怎麼知道我們當初買會所的時
候， 神說就是這塊地？那個都是說來話長，因為大家就是很有興趣想知道，到底你怎
麼知道的。

二. 尋求神旨意時該㈲的認識與態度
1. 知道 神樂意讓我們明白祂的旨意
弟兄姊妹， 神的旨意是甚麼，這是我們第二件事情要來看的。就是：其實 神
比我們還想要讓我們知道，祂的旨意到底是甚麼。大家有聽懂嗎？你常常會覺得
說：我很想知道 神的旨意是甚麼。我很多的時候被困住了：神啊，祢的旨意到底
是甚麼？但是，其實 神比我們還更想讓我們知道，祂的旨意到底是甚麼。這
是我們觀念裏面一定要正過來的。
就像我們講到「 神的同在」，我們常常渴慕 神的同在，常常渴慕享受 神的
同在，我們就去追求 神的同在，我們就花功夫去追求。我是直到我年輕時，有一
次跪在地上禱告的時候，突然這個甜美的思想進來：其實 神比我渴慕祂同在，還
更渴慕跟我同在。當那個思想一進來的時候，我整個心被喜樂充滿，被聖靈充滿，
被祂的同在充滿。祂比我們更享受同在的！當爸爸媽媽的都知道的，孩子慢慢大的
時候，是孩子想跟你在一起，還是你想跟孩子在一起？自己說嘛。他不要等翅膀硬
了，他只要腳會動了，他就已經很少到你面前來了，幾乎都是跑掉、跑掉、跑掉。
親愛的弟兄姊妹，明白 神旨意不要把它想到那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那是
一個 神巴不得我們都懂得，都學會的事情。祂比我們更想讓我們知道祂的旨意是
甚麼。
我們前面弟兄講得很好， 神的旨意是甚麼？祂願意負責讓我們知道。而我們
要做的事情，是我們要來順服祂的旨意。我們要負責的，是負責順服祂的旨意；祂
要負責的，是讓我們知道祂的旨意是甚麼。阿不阿們？阿們！這個觀念一定要清
楚，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祂會負責讓我們知道祂的旨意是甚麼，我們要負責
的，是我一旦知道 神的旨意，我就百分百絕對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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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兩面都要做的事情， 神是絕對會做那一面的事情。所以《箴言》第
三章第五到六節祂說：「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依靠自己的聰明，6 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而我們剛剛讀過的《腓
立比書》第二章第十二節後半到十三節，特別十三節祂說：「因爲你們立志行

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聖靈在我們裏面一直運行，一直提醒，原諒我說，甚至一直嘮叨，為的就是有
一個 神的旨意要實現出來，有個天上的旨意要在地上實現，祂一直想要讓我們所
有所做的事情能夠照著祂的旨意。所以， 神比我們還想叫我們順服祂的旨意，知
道祂的旨意。所以 神的靈在我們裏面運行，運行，改變，改變，直到我們越來越
能夠知道 神的心，知道甚麼是祂喜歡的，知道甚麼是《聖經》所給我們啓示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立志行事都是 神的靈在我們裏面運行，而這個運行是為了要成
就祂的美意。為的是要帶下 神的工作、帶下 神的祝福、帶下我們基督徒該有的這
種喜樂、豐盛、自由的情形。
我們在這裡講到尋求 神旨意的時候，該有的認識和態度。第一個就是要「知
道 神樂意讓我們知道祂的旨意是甚麼」。

2. 定意要遵行 神的旨意是我們必須㈲的預備
第二個：「我們要定意要來遵行 神的旨意是我們必須有的預備和態度」。如
果我們沒有意思要來遵行 神的旨意，只是想要知道 神的旨意的話，不容易明白 神
的旨意。
我們在海地我們常常只好開一個玩笑：他們所有的時間，跟你講八點聚會、
八點見面，他們可以八點半才出現。所有的時間都是沒有辦法像我們美國講得清清
楚楚的，到最後，我們只好講説，那個只是僅供給你參考（just for your reference）
所有講的時間只是當參考的。所以，很多的馬路根本就是那種很破舊、很破爛的，
根本沒有交通標誌。我們那天進到城的時候，看到交通標誌，我們也說所有的交通
標誌只是給你當參考的。因爲所有人闖紅燈，也不是紅燈，他們沒有甚麼紅燈，就
是闖過來、闖過去的，所有東西都是只是給你參考用的。
如果 神的旨意對你我來說只是當作參考，你永遠不會真正知道 神的旨意是甚
麼，而且我們也不可能真正活出 神的旨意。所以，我身為傳道人，這一輩子常常
碰到年輕人來問的問題，就像我剛剛開始所擧的例子：我怎麽知道他是不是 神給
我預備的？那麽他們會跟我們交通。而最常碰到的就是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那我
們都勸他們慢一點，勸他們不要，勸他們至少要等候，先不要把感情放出來，讓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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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來做，讓 神藉著別人。例如說：一個姊妹喜歡一個男孩子，那就讓弟兄們先去
跟那個男孩子傳福音，把他帶得救了至少當作一個印證嘛。
當我們這樣去勸這些年輕人的時候，你就發現有兩類的人。有的人就聼了又
願意順服，願意等候主下一步的帶領。有的人呢，一聼你這樣講就換一個牧師、換
一個傳道人去問。那下一個人可能跟我講的法是一樣，他就再換一個，早晚你會換
到一個說：哎呀，可以跟他傳福音嘛， 神不是叫我們要跟人家傳福音嗎？所以你
就藉著跟他談感情，你把他帶信主，這也是很美的事情。她說：你看，果然是。她
就認爲這個才是 神的旨意。
弟兄姊妹，你發現了沒有？在我們很多的時候在明白 神旨意之前，我們自己
裏面已經有一把尺了。我喜歡的才叫「 神的旨意」；我不喜歡的，我會再換一個
人問，我會再換一個人問。所以，你如果沒有立志要遵行 神的旨意，你不容易明
白 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穌自己在這裡《約翰福音》祂自己也講得很清楚，第七
章祂說：「人若立志遵著祂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 神，或是我

憑著自己說的。」（約 7：17）所以，如果我們裏面沒有預備好要定意來明白 神
旨意的時候，真的原諒我說，我們不容易明白 神的旨意，而且明白了，你也跟不
上去。
很多的時候別人問我明白 神旨意的時候，我說在我引用前面弟兄跟我們講的
那幾件事情，這個是我放在大綱 C，四件事情我都放在那裡了。我說在我們引用那
個之前，第一件事情我們要過的關叫作：奉獻關。不經過祭壇，你是不可能

聽到至聖所的聲音的。《舊約》是這樣，《新約》也是這樣。 神在至聖所，在
二基路伯中間對祭司、對摩西説話，但是你必須經過祭壇，才能進得去的。所以，
今天我們想要明白 神的旨意，你不經過祭壇想要明白 神的旨意，那是不可能的事
情。所以，就必須先把自己奉獻，當作活祭。這樣呢，保羅在這裡也告訴我們，當
我們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的時候，這個時候他在這裡勸我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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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所以，沒有經過奉獻，你不容易明白甚麼是 神純全、善
良、可喜悅的旨意。

3. 敬畏 神的態度
第三個態度我們要注意的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敬畏 神的態度」。《詩篇》
第二十五篇第十二節，祂說：「誰……」看到了沒有？這是一個帶條件的應許
ND-410

Page 7

SVCA

Newman Discipleship Program 新人門徒訓練

2015-12-20

（conditional promise）「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
（詩 25:12） 神一定會指示的，但是前提是我們必須敬畏祂，說：主，我在乎祢的
旨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講：當我們不知道前面下一步是甚麼的時候，至少
有一個禱告，永遠是我們可以做的，叫作：願祢的旨意成就（Thy will be
done）。
就是我們教會過五關斬六將，買會所一關一關打過來的時候，很多的場合裏
面， 神説話了，讓我們裏面知道該怎麽往前去，對不對？例如說：這個場地被人
家買去了，是整個被地區（area）最大的開發商（developer）買去的。對他們來
説，七百萬只是一張支票，對我們教會來説是要了命的，我們哪裡有這個錢。但是
那個人把它買去了，買去的時候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難過，說： 神應許給我們，爲
甚麼會被買去呢？但是因爲要 45 天才能夠交易成交（close escrow）。
那時候我跟于師母正好在哥倫比亞大學帶領他們一個冬令營會，我記得大雪
天我們兩個回到房間看郵件（check email）的時候，沁松弟兄給我留話，他是那時
候的主席（Chair）。他說：場地被別人買走了，很多弟兄姊妹都哭了。不知道為
甚麼會有這樣的事情？那我們本能的就會問 神說：主，祢不是已經顯明祢的道
路、祢的旨意，爲甚麼會這個樣子呢？我們很容易就問 神為甚麼（why）對不對？
但是慢慢在主面前學習的就是：相信祂説話的事情就要成就！所以，我就跟主禱
告，我說：主，到底你要我們學甚麼？我就等候在主的面前，等候祂説話，祂要負
責讓我們知道的。
所以，我那邊營會完了以後，我們回來坐飛機。我記得那天回到灣區（bay
area）時，正好是黃昏，我坐在飛機上靠在那邊，我就看著外面的夕陽，我在那邊
禱告。主就突然講了一句話：「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
（可 12:17）那我們知道了 神的旨意是甚麼，我們回來就全教會都為這個禱告。我
們不是苦苦哀求，問 神： 神啊，為甚麼？或是我們苦苦哀求說： 神啊，求祢改變
對方的旨意。那次教會大家就是學習，一旦知道 神的旨意，我們就去順服。我們
就說：奉主的名，叫那個人交出這個地來，因爲 神的物歸給 神，凱撒的物歸給凱
撒。所以，教會那段時間沒有苦苦哀求，大家是奉主的名執掌主的權柄，因爲知道
主的心意。
弟兄姊妹，今天我們在主的面前如果真的要立志遵行 神旨意的時候，當我們
真敬畏 神，願意祂的旨意通行的時候，很多的時候 神就説話了。就算 神沒說話，
我們在等候中，或是凴憑信心繼續往前。因爲我們的心是願意順服 神的。所以，

願意順服 神的心，這個信而順服的態度是在明白 神旨意上是最不可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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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把自己奉獻給 神，然後向 神禱告。我只有一個禱告，就是：讓祢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的身上、我的家裏、我的小組，以及成就在教會裏。
弟兄姊妹，當我們存著這樣的心時， 神非常喜悅的。而且照著《聖經》應許
的「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詩 25:12）所以今天
關鍵在於說：我們到底把 神放在甚麼地位。我這個錢要怎麽使用？我未來要去哪
裏？這個工作我該不該接受？你就發現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完全憑著自己的喜好、判
斷、未來的利益就做了決定了。這家公司好，又是新建的公司（startup）又有應許
將來給我股票，我們就換了。進去以後就發現，這麽多的痛苦，勞苦愁煩、家庭破
裂、健康摧毀、跟主的關係完全被破壞。很多的決定，我們根本沒有 神在其中。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敬畏 神，「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道路」（詩 25:12），這
是我們的把握。
所以，《腓立比書》第二章，我為甚麼只先讀第十三節，沒有讀第十二節的
下半：「12 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13 因爲你們立志行事，都

是 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 2:12-13）所以，你真敬畏
神，要敬畏那個正在我們裏面運行的聖靈。祂是照著 神的旨意在我們裏面運行，
讓我們來立志行事。所以「定意遵行 神的旨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4. 要避免一些常犯的錯誤
接下來在這裡講到：「要避免一些常犯的錯誤」。例如說：我們只凴眼見
的環境或感覺；過份依賴人的智慧、經驗與判斷；太過於以自己利害、喜好、或是
眼前得失為衡量標準。過度的責任感。我希望你們不要誤會，因爲有些人就是，你
要說他自信也好，當然不見得每一個都是自大。但是，很多人就覺得：這是我的事
情，這是我應該負責的；就這麽小的事情，不要去麻煩 神。所以我只要盡好我的
責任，我做好就好了。所以，過度的責任感會讓我們缺少謙卑地來尋求 神。《聖
經》上告訴我們跟 神的態度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箴
3:6）。
所以，在 神的眼中沒有小事，史百克（Sparks）弟兄說：所有的事情只要跟

基督發生關係都是大事。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做個小小的揀選，我這筆錢要怎麽
花？我要奉獻多少錢？我要不要做這個決定？你不要以為它是件小事情，所以你自
己負責就好了。 神喜歡我們把大小的事情藉著禱告帶到祂面前， 神喜歡我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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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事情，願意為著 神的旨意來尋求祂、明白祂、願意順服祂，這是 神非常喜
悅，而且 神一定要祝福的事情。
消極的「聽天由命」的態度。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多少年都這麽講了：船到橋
頭自然直；反正吉人自有天相；或是我們信了耶穌了以後就說，反正都有 神的美
意。講起來，有的人是真的，有的人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説法。凡事都有 神的美
意不是隨便說的，對不對？你必須真正在主的面前那麽清楚地知道，我願意順服
神， 神真的在我身上有美意，我願意順服走在其中。
賓路易師母（Mrs. Penn-Lewis）這些老前輩的書，現代的人都很少人讀了。
她說： 神為我們每一個人，都預備了一條特別的道路，我們都有責任去找出

它來，而且走在其上。這是 神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定意。所以不要只是「聽
天由命」，不要只是消極的，就任憑環境發展，那是不對的，那是太消極了。基督
徒應該起來在 神的旨意中、在聖靈的全能中，來管理我們的環境，要環境聽命於
我們。絕對不能讓環境在我們的上面，而是我們在環境的上面，我們照著 神的旨
意在這裡執掌權柄。
所以，神的旨意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 神的物當歸給 神。」（可
12：17）這塊地是我的地，要叫他們交回來。所以，我們就不是在那裡被動地等，
也不是無可奈何，在那裡看看下一步怎麽辦。萬一不行的話，那我們只好于弟兄上
來跟大家認罪說：聼錯 神的話了；掌執團隊一起來認錯：我們不應該那麽信任于
弟兄。我們就是講了一些認罪的話就下臺了。 神沒有要我們這樣子， 神沒有要我
們任憑環境發展。要起來警醒禱告，起來持守 神的旨意，用禱告來管理環境，讓
它們爲著 神的旨意來效力。
還有像我放了……，多數人的看法呀，這也是現代的人明白 神旨意常犯的一
個錯誤。東問西問，然後看看別人都怎麽做，我就怎麽做。弟兄姊妹，這都要很小
心， 神不喜歡我們這樣做決定。屬 神的人為甚麽跟世人不同，就是因爲 神真在我
們的生活和生命中； 神真在我們最平凡的生活中； 神在我們的每一個揀選中。所
以，要去問多數人的意見，是很容易上當的。我再説，不是不要去聼別人的意見，
而是需要去請教一些在屬靈上對 神旨意認識、對 神旨意認真的人、或是屬靈的同
伴，因爲我可能犯錯，所以需要跟衆人交通。
當 神一把應許給我說要買會所的時候，我那時候在主的面前整個人就……我
想我就不要多說了。我當天晚上就把所有的牧掌執同工請到我們家來，我們那天就
一起在主的面前交通、禱告，然後宣告禁食，我們要得到身體的印證。因爲我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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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都可能錯，尤其是關乎整個教會的決定，一定要活在身體的保護裏，大家一起
來明白尋求 神的旨意。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對自己過於自信。
同樣的，也不能夠只根據外面環境的發生，這是現在最多人做決定的。就
是：天助我也，哎呀，你看這個環境就是這個樣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東
風一來，那絕對就是了。所以，我們常常去根據環境來做決定。環境是很重要的因
素，但是不能夠把它的次序擺到前面。環境的印證很重要，但是它絕對不能夠單獨
地成爲 神引導的根據。所以，我再説：環境的顯明，環境的印證，對一般不信主
的人來説幾乎都是他們做決定很重要的關鍵。現在這家股票一直在往上走，趕快甚
麼時候進場，這些詞我都不懂。甚麼時候進場、甚麼時候退場、甚麼時候見好要
收，我們都是根據這些東西上去，所以我們的心臟、血壓，都是根據這個上下。我
們的心情、跟 神的關係，都是根據這個上下，都是根據環境。環境很重要，這幾
乎是世人做決定最重要的根據。
但是對基督徒來説，兩件不可少的事情：環境不能夠作第一個；環境不能夠
作唯一的一個。所以，以前有一個大齡姊妹，很久都找不到伴侶，她很着急。有一
次在教會裏聽到傳道人講：要為自己的婚姻大事禱告；要為自己的另外一半禱告；
要為主給你預備一個能夠一起來建立讓主居首位的家，要爲了那一半每天特別禱
告。她說：她那天聼完的時候，她回到家，禮拜天下午，這是她這一輩子來第一次
那麽認真跪在主的面前，爲著她另外一半禱告。禱告、禱告、禱告，自己都很感
動，然後突然電話響，教會有一個單身的弟兄打電話找她，問她說晚上有沒有空？
想邀你出來走走，吃個飯。她想說：怎麽可能？這一定是 神給的，對不對？才禱
告完就聽到應許了、成就了。她說： 神啊，祢真是聼禱告的 神。還沒有搞清楚 神
的旨意，心已經打開來了。她認爲這就是 神的旨意，連誰也不問就整個芳心已經
許配給他。所以，後來非常痛苦的婚姻。當然只是一些特例，我想提醒弟兄姊姊妹
絕對不能夠根據任何純粹的環境就做一個重要的決定。
這是我們稍微提到的一些避免常犯的錯誤。那麼，《使徒行傳》第二十七
章，這是我以前引用過的。記得我們弟兄後來還跟我說，他來尋求道路時，這段聖
經對他很重要。我們看一下《使徒行傳》第二十七章，這是保羅被押送到羅馬去的
路上，他是一個階下囚的身份，百夫長就是派了一百個羅馬兵的領袖就包了一條
船，把這些犯人一起要押到羅馬去。那麼，我們讀第九節到十五節：「9 走的日子

多了，已經過了禁食的節期，行船又危險，保羅就勸眾人說：10“眾位，我
看這次行船，不但貨物和船要受損傷，大遭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
11 但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主，不信從保羅所說的；12 且因在這海口過冬不

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說，不如開船離開這地方，或者能到非尼基過冬。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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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是克裡特的一個海口，一面朝東北，一面朝東南。13 這時微微起了南風，
他們以為得意，就起了錨，貼近克裡特行去。14 不多幾時，狂風從島上撲下
來。那風名叫友拉革羅。15 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我們就任風刮去。」
（徒 27:9-15）。底下就講到他們十四晝夜所有的人沒有辦法吃，沒有辦法喝，所
有的財物都丟到海裏，爲了保命，爲了求生存。我爲什麽用這一段的《聖經》作一
個例子呢？你從這一段短短的經文中，發現這個百夫長因為他是首領，要做一個決
定，到了一個決定的關口到底船要不要開？這是一個決定。而他這個整個決定的過
程裏有五件事：

1）專家的看法
那第一件事情是「專家的看法」，祂說：「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

主」（徒 27:11）。這些是專業（professional）在海上跑的人，所以他相
信這些大副啊，水手啊，船長，他們說沒問題，沒問題，你放心。這是第
一個相信專家的意見。這個在你們做決定裏重不重要？重要，對不對？有
人為了跟 Warren Buffett 吃一頓飯，要投資那家股司，願意花兩百五十萬
美金跟他吃一頓飯。為了要尋找，跟他討教做決定，做決策的智慧，花兩
百多萬美金找專家。生病了找最好的醫生，這個我們不能說他錯。我只是
跟你講這些專家的意見是很重要的。

2）個人的喜好和方便
第二件事情，祂在這裡講到說：「因在這海口過冬不便」（徒
27:12），就是完全根據我們「個人的喜好和方便」。像我們講退修會，
一聽說去那個場地，我不想去，要住在小房間（cabinet），住在帳篷
（tent）裏；上廁所八個人用一間，太不舒服了；晚上還要點蚊香，不方
便就不去了。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做決定是根據自己的喜好或方便。因為
在那個地方過冬不方便，所以他們就想要趕快離開這裡。因為這邊又沒有
互聯網（internet），又沒有無綫網絡（wifi），又沒有 Pizza Hut，又沒有
麥當勞（McDonald），所以我們覺得在這邊沒意思，換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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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數人的意見
第三件事情，祂說：「船上的人就多半說，不如開船離開這個地

方」（徒 27:12），這個叫做「多數人的意見」。我前兩天還在跟一個年
輕的孩子講，他也是我們這次宣教團隊（mission team）的，在加利福尼
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讀雙博士（double Ph.D）。我跟他聊天談
到，他說他看到很多教會都很失望，他自己去年才剛剛决志信主受洗。他
來到我們教會就覺得大家都很認真地走主的路，他很信任我們教會給他的
帶領。我說因為在我們教會裏，今天我們面對的矽谷（Silicon Valley），
所有來的人都是大腦袋，對不對？碩士，博士一大堆，對過書的，賺錢
的，你就算甚麽都沒有也還是自以為是的。所以，你就是很難。你教會幾
百個人就幾百個意見。我說我們一開工的時候，就在教會拉了一個很清楚
的準繩。我說教會沒有獨裁，但是教會也沒有民主。教會所有的決定不是
根據舉手，教會的決定是根據膝蓋，我們跪到主的面前一起禱告，讓主的
旨意能夠在我們中間通行。
弟兄姊妹，多數人的意見我不是說你不能參考，而是不能成為根據。
如果多數人的意見是對的話，以色列人百姓永遠進不了迦南。因為好幾次
百姓們都說我們另外立一個領袖帶我們回埃及去。這條路屬天的道路太難
走了，我們要換一個領袖。我們想念在埃及坐在肉鍋旁邊，吃這個、吃那
個，他們想的都是埃及的好處，統統埋怨今天所走的道路。多數人常常不
見得是 神的旨意，我們一定要小心。

4）對未來的憧憬與盼望
第四件事情，祂說：「或者能到非尼基過冬。非尼基是克裡特的

一個海口」（徒 27:12），講到我們對於未來的一種憧憬、一種盼望。就
像我現在不夠好，但是我如果到了美國，我的生活會不一樣。所以爲什麽
那麼多人跳船，我們到了福州海邊的時候，在那邊有一些教會的領袖跟我
們講：這些蛇頭（販賣人口的人）都跟這些要偷渡的人都已經先講好了，
你們到了美國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個教會，然後叫他們幫助你們，然後
越快信耶穌越好，趕快受洗。然後要個證明去辦政治庇護，宗教庇護什麽
的。他說這是公開教的，就是到美國就去找教會。大家就是帶著這麼多的
憧憬、盼望以為我到那邊只是辛苦一段，錢還完就好了。我們在這裡比較
少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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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幾次到紐約去，他們邀請我們去他們的教會，他們說他們教會百
分之九十都是跳船的，都是非法移民的。有那麼多悲慘的故事，更不要說
女人賣身被人欺負，男人在裏面暗不見天日，天天做苦工。都是對未來帶
著一個憧憬、盼望以為到那裡都好，誰說的？這都是世界的王給人的謊
言，對不對？很多的時候我們都還想說，我再多賺一點錢就好了，我只要
再有三棟房子，我就全時間事奉主，不要累著教會。以前有一個弟兄真的
就是這樣，他說我只要賺到三百萬，我一定放下工作出來事奉主，這樣子
我就不累著教會，我能自由地傳道。我跟你講他賺到了三千萬都還沒出
來。弟兄姊妹，這是人的問題，仇敵的謊言，好讓我們對未來有一個不切
實際的憧憬、一個幻想、一個盼望，這個也不是我們做決定的根據。

5）環境的印證
那麼第五個，就是我剛剛講的了。你看：「這時微微起了南風，他

們以為得意」（徒 27:13）。咱們中國人是等東風，他們是等南風，但是
你就知道那就是「環境的印證」。你看我們大家都想去，這些船主啦、這
些水手啦、大家都說沒問題，多數人也都說要去那裡，而且去那邊方便了
很多，不像這裡鳥不拉屎的，到那邊去什麽都有。然後，這時候南風吹起
來了，所以他們就做了這個決定。百夫長說開，這一開就把他們的命幾乎
都給弄掉了。如果不是 神介入，如果不是保羅在這條船上，這條船幾乎
就已經是完蛋了。

他們整個做決定，依據這五件事情，我們簡單複習一下：「專家的意
見」、「個人的喜好和方便」、「多數人的意見」、「對未來的憧憬和盼
望」、「環境的印證」。今天在你做決定時，這五件事情都有依據的不多，對不
對？你有沒有想過？在你這一生做的重大決定，這五件事統統到場的不多。在台灣
以前有一個綜藝節目叫做“五燈獎”，很少人得到五顆星，那是非常傑出的人。明
白 神旨意上偶爾亮兩個燈，偶爾亮三個燈，亮到四個燈都不得了了。很少人得到
五顆星的，那是傑出的人。明白 神旨意上偶爾亮兩個燈，偶爾亮三個燈，亮到四
個燈都不得了了，他是五個燈全亮，你說這個決定怎麼可能錯？
但是才出去，風就下來了，把整個船抓住，整個船就任憑它吹去。人已經失
去控制（Out of control），人已經沒辦法憑著自己的經驗、專家的意見、眾人的喜
好、個人的盼望，這些東西統統沒有用，整個船失控（Out of control）整個人生失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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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在我們很多的決定裏面把我們帶進一個很可怕的結局，就是人生
失控。因為 神不在其中，從頭到尾 神不在其中。 神早就藉著保羅勸他們不要動，
他們硬要動。等到動了以後， 神記念保羅， 神對保羅顯現跟他說：「保羅，不要

害怕，你必定站在凱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 神都賜給你了。」（徒
27:24）保羅起來安慰他們，他說：「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 神怎樣對我

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徒 27:25）。你就發現一個有主的人跟沒有主的眾
人，那是沒得比的。所以，我們講這些就是希望大家在「明白 神旨意上」，我們
好好學習。

三. 明白 神旨意的途徑
我最後講到「明白神旨意的途徑」這四件事。你們要去讀倪弟兄的《信徒造
就》，或是聽我們從前講到一些《初信造就》，我自己也講過。

1. 聖靈的引領與基督的平安
這四件事情，一個是「聖靈的引領與基督的平安」，經文大家回家可以看。
不光恩膏會在凡事上教訓我們，《歌羅西書》第三章第十五節：「又要叫基督的

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英文是說「作裁判」。所以，你不知道該向左或是
該向右，你就禱告主，讓基督的平安、讓聖靈的帶領，在這裡為我們作主。《以
賽亞書》第三十章也說：「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 30:21）。所以，如果我們真的是存心願意
順服 神，要認真來尋求耶和華，祂必指示我們當行的路。要讓聖靈的引領，基督
的平安在我們心中作主。

2. 聖經的教訓與原則
第二件事情，「聖經的教訓與原則」。《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零五
節：「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我列的那些經文你們回家可以
看，可以讓我們有屬天的智慧來做決定，讓愚昧人可以通達，讓我們能夠在 神的
面前，真正的明白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麽。所以，我做的這個決定有沒有違背《聖
經》，這是我們基本要問的，如果你不清楚的話，可以去請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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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三十年前在紅木城聚會的時候，于師母和我記得她講道舉過一個
例子。有一個弟兄，他沒有信主以前在餐館打工染上了賭博的習慣，信了耶穌以
後，大概隔一段時間，幾個月甚至一兩年，又忍不住跑出去。那麼，後來有一次
他名正言順的回來說：我看教會太需要于弟兄了，我準備去賭場好好賺一筆錢回
來，能夠讓于弟兄不要有生活的壓力，我能夠供應他，讓他全時間出來作傳道
人。我就跟他說：請你千萬不要去這樣做。那個完全不合《聖經》嘛。教會要蓋
千人會堂，你說：哎呀， 神家需要錢；跑去玩吃餃子老虎，說：主啊，我奉主的
名，爲了矽谷基督徒聚會的錢需要，主耶穌祢祝福它。 你去怎麼拉，就算你拉到
錢，你也不用帶到教會來， 神不要這些東西。一定要合乎《聖經》。

3. 身體的保護與印證
第三個，講到「身體的保護與印證」。第十二章第二節後半，講到：「叫你

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 12:2b）我們需要帶到身
體裏面來，大家一同來明白。《以弗所書》第五章也講到：「又當存敬畏基督

的心，彼此順服。」（弗 5:21）所以，你不要以為說，你管我什麽，這是我的事
情，你爲什麽要干涉我，爲什麽我不可以跟這個人交往？是因為愛，在愛裏說實
話（care enough to confront）。就是因為愛你，不希望你走錯路；就是因為愛你，
不希望你得罪 神。所以我們在這裡，如果有人為著你所做的決定，來糾正你、來
提醒你、來勸告你的時候，你反而心裏面要更感激他。今天肯這樣說誠實話的人
不多。要帶著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也說到：「若

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
就一同快樂。」（林前 12:26），所以，你不要以為你的決定只是你個人的決
定，絕對影響教會，影響 神的國。

4. 環境的顯明與安排
那麼第四個，「環境的顯明與安排」，這是我們講的，環境的印證只是放在
後面， 神自己會顯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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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緊急情況下的處理
那麼最後提到一個在「緊急情況下的處理」。例如說：我現在旁邊也沒有弟兄姊
妹可以問；這個合不合乎 神的《聖經》的要求，我也《聖經》不熟；那麼，對聖靈從
來沒有感覺，也不曉得什麽叫基督的平安；裁判來裁判去也不知道誰對誰錯。所以，
你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的時候。弟兄姊妹在緊急的狀況下，我們要禱告的。就
是如果你能夠不需要急著做決定，先不要做決定。但是，如果那個決定是非做不可
的，例如說：出外旅行突然出了車禍，孩子這個時候醫生說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決定馬上就要做，因為影響到他的生死。或是你家裏面突然發生什麽事情，沒有
人可以問，馬上就要做決定的時候。
弟兄姊妹，在碰到這樣的情形我們做個禱告，把你底下要做決定的整個過程跟結
果交在 神的手中。你說：主，我需要祢！我願意順服祢的旨意， 只要祢讓我知道祢
的旨意是甚麽，我絕對願意順服。但是當我現在不明白的時候， 我就照著祢所給我的
智慧，祢所給我的經驗跟判斷，我現在做這個決定。你就在主的平安中、在裏面沒有
不安的情形下去做決定，但是預備好了，隨時糾正它，只要主改變我，我隨時糾正
它。當我做了這個決定，結果後來年長的人、我信任的屬靈的人趕來了跟我一起禱
告，跟我講這個東西不合適，那我們就再一起禱告，如果主真的要我們改，我們就要
學習要順服。
弟兄姊妹，在緊急的狀況底下，再不行就禱告主：願祢的旨意成就！主，我做了
決定了，我往前去了，但是祢照著祢的旨意來管我，來把我帶回來，來糾正我，來幫
助我，來保護我，來為我開路。當我們真正是這樣從心裏面禱告說：“願祢的旨意成
就（Thy will be done）！愿祢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
上！當我們是真心的時候，主記念。「誰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必指示他當選擇的

道路。」（詩 25：12）。

所以，弟兄姊妹，我想這個問題也很難在短短的一堂課講完。但是，基本的重點已經跟
大家講了，先不要急著跳進去想要去明白，我生活裏這些細節的事情，先要願意退回來，要
成為一個願意順服 神旨意的人。要成為一個看見順服 神旨意、不順服 神旨意是太大的事
情、太嚴重的事情，它影響了我在 神面前跟 神的關係，影響了我在 神手中的功用，影響了
我這個人這一生，生活、屬靈生命各方面的品質跟永世的結局。所以，我們一定要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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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
主，我們的心感謝祢！祢從來沒有撇下我們，祢是我們的牧者。不僅僅好牧人為羊捨
命，祢自己也知道我們需要怎樣的道路，因此祢用祢心中的純正、手中的巧妙，祢親自牧養
我們。正像雅各所說的，祢是那位一生牧養我的 神，全能的主是那位一生牧養我的 神！主
啊，我們向你禱告，真的求祢照著祢美善的旨意、祢那榮耀永遠的旨意，來牧養我們。如果
當我們做任何的決定，有那樣的輕慢、隨便，或是彷徨、不知道該怎麼做決定時，主啊，祢
加倍的憐憫臨到我們，替我們來揀選道路，不讓我們犯錯、得罪你；不讓我們因為憑著自己
而帶來了傷害。我們謝謝祢，祢記念我們中間所有要明白 神旨意的人，讓我們回到家繼續
更多的禱告，把主權交給祢。讓我們先在祭壇上，把自己獻上，好讓祢的旨意能夠成就在我
們的身上。禱告、感謝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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