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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5「我尚未
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你未出母胎，我
已將你分別為聖，派你作列國的先知。」6我就說
：「唉，主耶和華！看哪，我不知道怎麼說，因
為我年輕。」7耶和華對我說：「不要說：『我年
輕』，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
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8你不要怕他們，因
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說：「看哪，
我已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10我今日立你在列邦
列國之上，為要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
建立，栽植。」』耶利米書1:4-10 



「神的方式是複雜的，很難被我們猜測的到。祂
隨意移動一些碎片， 然而這些碎片卻不知如
何的成為有規律的。」 

  — Euripides歐里庇得斯（希臘三大悲劇大師

之一），Helen 海倫 
 
「只將 神以神學的眼光來對待，這是基本上的
錯誤。神不是一個可以冷靜的、批判式且與我
無關的科學上的觀察與評鑑適合的對象。不是
的，對 神真正的認識一定會引領我們來敬拜
祂...我們應當俯服在祂面前尊崇祂。」 

  — John Stott約翰·斯托得，Romans 羅馬書 



5/3/1999 EF5龍捲風 
風速：318英里 
36人死亡 

5/20/2013 EF5龍捲風 
風速：200英里 
24人死亡 

Moore, Oklahoma: Nancy E. 碰到兩次 

http://abcnews.go.com/WNT/video/ef-tornado-moore-oklahoma-19228895


I. 生命的詮釋 
1. 我們過一天算一天：以感官來生活 
 注意力集中在我為中心 
2. 神要我們靠信心而活：以神學為基礎 
 注意力集中在以 神為中心 
 



『4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5「我尚未
將你造在母腹中，就已認識你；你未出母胎，我
已將你分別為聖，派你作列國的先知。」6我就說
：「唉，主耶和華！看哪，我不知道怎麼說，因
為我年輕。」7耶和華對我說：「不要說：『我年
輕』，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裏去，你都要去；我
吩咐你說甚麼話，你都要說。8你不要怕他們，因
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9

於是耶和華伸手按住我的口，對我說：「看哪，
我已將我的話放在你口中。10我今日立你在列邦
列國之上，為要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
建立，栽植。」』耶利米書1:4-10 



II. 神命定的旨意 
1. 神的主權、決定、與不改變的旨意 
「1人為婦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難。5既然
人的日子限定，他的月數在於你，你劃定他的
界限，他不能越過。」約伯記14:1, 5 

 事後才知道 
 有時候很大的驚訝 
 神不會因為我們太渺小而忽略我們 



2. 有的人不想要真 神而去尋找其他的假神 
「16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
像，就心裏非常難過。… 23我到處走走的時候，
仔細觀察你們所敬拜的，發現一座壇，上面寫着
『獻給未識之神明』。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
我現在向你們宣告：24他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
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
殿宇裏，25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甚麼似
的；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使
徒行傳17:16-34 



3. 只有一位真 神 
「5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的了；除了我以外再
沒有上帝。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6

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
，沒有別的。我是耶和華，再沒有別的了。7

我造光，又造暗；施平安，又降災禍；做成這
一切的是我－耶和華。」以賽亞書45:5-7 



4. 當遭遇災難時不要嘗試來解釋為什麼 
『「9那與造他的主爭論的人有禍了！他不過是地上
瓦塊中的一片。泥土豈可對塑造它的說：『你做
的是甚麼？你所做的物怎麼沒有把手呢？』12我
造大地，又創造人在地上。我親手鋪張諸天，天
上萬象也是我所任命的。13我憑公義興起居魯士(
他)，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
釋放我被擄的民，不為工價，也不為獎賞。」這
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45:9, 12-13 



5. 神命定的旨意的四個特質 
 絕對的 
 不改變的 
 無條件的 
 與 神的計畫和性格完全和諧 



6. 神在我們生命中做工：使我們更像基督 
「28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
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因為他所
預知的人，他也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羅馬書
8:28-29 



7. 神決定 
 事後才知道 
 不知道未來 
 只知道屬靈地位與永恆命運 
「但是，我們的上帝在天上，萬事都隨自己的旨
意而行。」詩篇115:3 

Dawson and Lila Trotman 
Navigator 導航會創始人 



「22以色列人哪，你們要聽我這些話：拿撒勒人
耶穌就是上帝以異能、奇事、神蹟向你們證明
出來的人，這些事是上帝藉着他在你們中間施
行，正如你們自己知道的。23他既按着上帝確
定的旨意和預知被交與人，你們就藉着不法之
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24上帝卻將
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復活了，因為他原不能被
死拘禁。」使徒行傳2:22-24 



8. 神不會行不合乎祂本性的事 
「上帝非人，必不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致後
悔。他說了豈不照着做呢？他發了言豈不實現
呢？」民數記23:19 

「藉這兩件不可更改的事—在這些事上，上帝絕
不會說謊—我們這些逃往避難所的人能得到強
有力的鼓勵，去抓住那擺在我們前頭的指望。
」希伯來書6:18 

『13人被誘惑，不可說：「我是被上帝誘惑」；因
為上帝是不被惡誘惑的，他也不誘惑人。14但每
一個人被誘惑是因自己的私慾牽引而被誘惑的
。15私慾既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
生出死來。』雅各書1:13-15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否
認自己。」提摩太後書2:13 

 
 

那麼那些邪惡的事情發
生又怎麼講呢？ 



III. 神允許的旨意 
1. 神不是這些事情發生的原因，祂允許 
『8耶和華對撒但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
約伯沒有？地上再沒有人像他那樣完全、正直
、敬畏上帝、遠離惡事。」9撒但回答耶和華
說：「約伯敬畏上帝，豈是無故呢？10你豈不
是四面圈上籬笆圍護他和他的家，以及他一切
所有的嗎？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賜福，他的家產
也在地上增多。11但你若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當面背棄你。」12耶和華對撒但說：「
看哪，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
加害於他。」於是撒但從耶和華面前退出去。 
』約伯記1:8-12 



『1約伯回答耶和華說：2「我知道，你萬事都能
做；你的計劃不能攔阻。3誰無知使你的旨意
隱藏呢？因此我說的，我不明白；這些事太奇
妙，是我不知道的。」』約伯記42:1-3 



2. 神的「願望」也沒有完全達成：難以瞭解 
「主沒有遲延他的應許，就如有人以為他是遲延
，其實他是寬容你們，不願一人沉淪，而是人
人都來悔改。」彼得後書3:9 

「我雖然是自由的，不受人管轄，但我甘心作了
眾人的僕人，為贏得更多的人。」哥林多前書
9:19 

「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示錄
22:17b 



3. 信或不信的人都能成就 神的旨意 
『「27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同外邦人和以色列
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
耶穌，28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預定必成就的事
。29主啊，現在求你鑒察，他們的威嚇，使你
僕人放膽講你的道，30伸出你的手來，讓醫治
、神蹟、奇事藉着你聖僕耶穌的名行出來。」
31他們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都被
聖靈充滿，放膽傳講上帝的道。』使徒行傳
4:27-31 



IV. 我們確切知道的事：聖經中清楚講明的 
「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撒

羅尼迦前書4:3 
「十誡」出埃及記20:3-17 
「16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17

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殺害無辜的手，18圖謀惡
計的心，飛奔行惡的腳，19口吐謊言的假證人，並在
弟兄間散播紛爭的人。」箴言6:16-19 

「16要常常喜樂，17不住地禱告，18凡事謝恩，」帖撒羅
尼迦前書5:16-18a 

「13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
君王，14或是君王所派懲惡賞善的官員。15因為上帝的
旨意原是要你們以行善來堵住糊塗無知人的口。」彼
得前書2:13-15 



V. 尋求 神的帶領 
1. 神曾經藉著神蹟奇事顯明祂的旨意 
「燃燒的荊棘」出埃及記3:1-10 
「過紅海」出埃及記14:21-29 
「基甸的羊毛」士師記6 
「彼得從監獄裡被釋放」使徒行傳12:1-16 
2.神曾經藉著異象與異夢顯明祂的旨意 
「亞伯拉罕」創世記15:1 
「約瑟」創世記40:8; 41:25 
「彼得」使徒行傳10:10-23 
 

現在比較少 



3. 神曾經藉著直接啟示（先知）顯明祂的旨意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而是人被聖靈
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彼得後書1:21 

 fe,rw (phero)：感動 moved，沒有動力的船隨波
逐流 

 先知：神話語的出口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
子約翰在曠野裏，上帝的話臨到他。」路加福
音3:2 



4. 神今日藉著聖經顯明祂的旨意 
「1古時候，上帝藉着眾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說
話，2末世，藉着他兒子向我們說話，又立他
為承受萬有的，也藉着他創造宇宙。 」希伯
來書1:1-2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
119:105 



是 神！ 
It’s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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