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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明白主的旨意                11-12-06 

              How to Know the Lord’s Will 

 

本周经文:   约书亚 1:1-9 

 

1.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晓喻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约束亚说: 

2.“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这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

人的地去. 

3.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4.从旷野和这黎巴嫩, 直到幼发拉底大河, 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

作你们的境界. 

5.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的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

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6.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

给他们的地. 

7.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8.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是顺利.  

9.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

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本周箴言: 罗马书 12: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  

 

引言: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大家都熟悉今天所读的经文的故事.  

约书亚作为以色列新一代的领袖, 他肩负重任,要面对许多的挑战, 要做各种决定. 

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也面对许多的挑战,也要作各种决定.  

有的是较小的决定: 例如每天时间的安排. 

有的是满大的决定: 例如人生事业的改变. 

有的是很大的决定: 例如正文弟兄丽静姐妹放下工作去读神学院. 

 

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希望我们能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所做的是遵行主的旨意,能

讨主的喜悦. 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怎样能明白主的旨意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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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礼拜天李牧师讲约翰福音 17 章主耶酥祷告文时说, 他要花一辈子来学习主的

祷告文.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也是一个大的题目,我知道自己不配来讲这个问

题.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得上帝的帮助.  

 

“慈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的慈爱,怜悯,和恩典.谢谢主让我这不配

的人能站在这儿事奉主.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蒙

你的悦纳.让我们所讲的,能符合主的心意.求主的圣灵, 运行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得到你要教给我们的信息. 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

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要明白主的旨意, 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 从上帝的角度, 他是怎样彰显自己的旨意.  

另一方面, 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怎样明白上帝的旨意. 

 

今天我有时会用上帝的旨意, 有时会用神的旨意, 有时会用主的旨意. 都是一个意

思.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叁位一体的神! 

 

本论: 

 

一. 上帝怎样彰显他的旨意 

 

首先让我们从上帝的角度, 看他是怎样彰显自己的旨意.  

主愿意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期望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

白主的旨意如何.” (弗 5:17) 那麽什麽是主的旨意? 主的旨意就是主自己的要求

和愿望, 计划和命令. 

 

有时候主的旨意具有一般性,普遍性, 是针对大家的. 既无差别, 又无例外. 例如, 

圣经说: “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 神在基督耶酥里向你们所

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 这是主清清楚楚地要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遵行的旨意.   

 

有时候主的旨意具有个别性, 特别性, 是对个别人的. 例如: 我们教会和团契目前

正在进行同工改选, 我们应该在那个事奉的岗位上事奉呢? 上帝对每个弟兄姐妹的

心意应该是根据大家的恩赐的不同而不一样的.  这方面主的旨意有时侯不是非常

清楚. 但是也正因为这样, 使我们能看到自己的有限, 能够谦卑下来, 能凭著对主

的信心面对一切的挑战, 靠主得胜! 

 

1. 一般的旨意彰显的方式 

那麽主怎样来彰显他的一般的旨意呢? 

首先, 通过自然的规律.箴 6:27-28 说: “人若怀中揣火,衣服岂能不烧呢? 人若

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 圣经在这儿讲得很清楚, 这里说的是自然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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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存在著各种自然规律. 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自然

规律. 这些规律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他们显明了上帝的作为和他工作的法则.  

所以自然界的各种规律也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遵循自然界规律就是遵行主的旨意.  

举例来说, 节制的饮食和经常的运动有利於我们的健康. 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主的

旨意. 如果我们没有节制地大吃大喝, 不参加任何运动, 那就是没有遵行主的旨意, 

身体就会出毛病! 

 

更直接的, 上帝通过圣经的教导来告诉我们他的旨意. 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旨意!  

是人生的指南! 提摩太后书 3:16 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训督责使人归

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上帝通过

圣经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中, 作为“(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 119:105).圣经里有许多教导是上帝特别强调的旨意, 要我们去遵行的. 例如: 

“(耶酥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

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太 22:37-39)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

地读圣经, 认真地读圣经, 才能更明白上帝的旨意, 并且能照著上帝的心意去行事

为人. 

 

2. 个别的旨意彰显的方式 

那麽上帝怎样向我们彰显他的个别的旨意呢? 

首先, 通过圣灵的感动. 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圣经的教导. 当我们安静读

经时, 有时我们会感到某些章节就象主特别对我们讲话一样, 这就是圣灵的感动. 

有时我们遇到一件事时, 心中会有一节圣经出现来帮助我们;这也是圣灵的感动. 

另外, 圣灵会通过良心来提醒我们,使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什麽,不应该做什麽. 当我

们的言行以及思想意念符合真理时, 良心会发出平安的感觉;反之,它就发出不安的

感觉. 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都有这些方面的亲身体会. 但是这种感动是具有个别

性的. 

 

有时弟兄姐妹会问, 我们怎样知道那心中的意念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还是来自个人

的私欲或是魔鬼的诱惑呢? 基本的原则是圣灵的感动会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酥,

更加明白圣经的真理.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节制.” (加 5:22-23); 而魔鬼的诱惑则会带来仇恨和争竞, 结党和

纷争, 嫉妒和骄傲. 

 

其次, 上帝通过直接的启示向我们彰显他的个别的旨意.这包括神迹奇事和异象异

梦.可是既然是神迹就不应该是常常发生的. 我们相信这些会发生,但不会常常发生. 

就象明哥在主日学所说, 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就象高速公路上的路标, 不会常常出

现, 只是偶而出现一下让人看到上帝的作为. 因为我们有圣经和圣灵作为我们随时

随地的帮助,就象那高速公路上的黄白线.  当然神迹奇事和异象异梦的带领不能违

背圣经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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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怎样明白主的旨意 

前面我们谈了从上帝的角度, 神怎样彰显自己的旨意.  

现在我们要看从我们的角度, 人怎样明白上帝的旨意. 

这里主要是指明白那些具有个别性主的旨意. 对一般性的, 很清楚的主的旨意我们

只要靠著圣灵的帮助去遵行就可以了. 没有可讨价还价的. 

 

那我们怎样能明白主的旨意呢?” 

 

第一,要渴慕与耶酥的关系 

 

要通过读经, 祷告, 安静, 来加深我们与主的关系, 来帮助我们明白主的旨意. 

只有常常读经, 才能把主的话放在心里, 掌握主的原则,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只有常常祷告, 才能在灵里与主的灵交流,与主亲近,得到圣灵的感动.  

只有常常安静, 才能听到内心深处那微小的声音.  

只有与主有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 才能比较容易地体会到主的心意. 

就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我和王敏结婚 20 多年了.彼此很了解. 心思意念也越

来越接近.碰到一件事, 两个人会有很接近的想法. 有时会差不多同时问同样的问

题. 有一次在教会参加一个聚会. 完了以后我打电话回家. 结果女儿 Rebecca 告

诉我说，妈妈 2分钟以前刚刚打来电话，问了几个几乎完全一样的问题．如果我们

能和主有一个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知道主的心意．相反地，我

们如果平时没有渴慕与主的关系，事到临头才与神沟通，就不太可能明白主的旨

意，而且可能会出差错． 

 

第二.要立志以上帝为中心 

 

我数年以前去深圳, 在植物园里见到一个宏大的庙宇.真是人山人海, 香火兴旺. 

人们为了自己的各种愿望去求神明的旨意. 电影剧组开拍以前也去很认真地拜拜. 

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主的旨意, 目的是为了能够遵行主的旨意,能讨主的喜悦. 而不

是仅仅为自己求得福. 当然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是掌管万

有的主宰,如果我们能明白主的旨意, 遵主话行, 按照主的心意去行, 我们会蒙福,

少有差错,. 这就象孩子们听父母亲的话会少栽跟头一样. 但这些祝福是上帝的恩

典, 而不是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的目的. 如果我们还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心中已经想好了自己要什麽,祷告只是希望主来帮我们成全我们自己的愿望,那又怎

能明白神的旨意呢? 又怎能听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微小的声音呢?当我们放下自

己，尊主为大，上帝的旨意就会显示出来．所以圣经在罗马书 12:2 说: “不要效

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 圣经,特别是英文版,说得很清楚,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 我们只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然

后, 英文版用了个 then, 才有可能明白什麽是 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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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依靠信心来作决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面对各种挑战，每天要作许多决定．怎样作决定呢? 

圣经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腓 2:13)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 “但愿赐平安的神, … 在各样善事上

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著耶酥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 

(来 13:20-21) 所以只要我们 

• 以尊主为大为起点 

• 以荣神益人为目的 

• 依靠著圣灵的感动 

• 符合圣经教导原则 

我们就可以凭信心作决定.而且相信这个选择就是神要我们做的选择! 因为这是 神

在我们心里运行! 这是对主的信心，不是对我们自己的信心．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以他的形象造人．因为上帝是灵, 所以上帝的形象就是他的属

性，其中包括创造性, 理性, 和有选择的能力.上帝没有造出一堆机器人．主赐自

由意志给他所创造的人,以此来彰显他的大爱．我们只要按圣经所教导的原则, 常

常思想主的话, 尽力遵行主的话, 主的爱和恩典都会与我们同在, 主自己也会与我

们同在. 这是上帝在约书亚 1:8-9 给我们的应许:＂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

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

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

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我们的上帝是活的真神, 我们的信仰不是＂宿命论＂．上帝的计划是可以调整

的．圣经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

被召的人．”(罗 8:28) 我们即便作了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决定，也不是只有死路

一条．只要我们爱主，愿意悔改，也还有回头的机会．让我们来看一个假设的例子:

一位弟兄的婚姻大事.主的心意是让他找一个爱主的姐妹作为配偶．可是他的选择

是娶一位更漂亮但信仰冷淡的姐妹．婚后，如果他能按圣经教导去经营家庭，上帝

还是会祝福他的家庭．可是，他们一起选择了远离教会,远离弟兄姐妹,远离了

主．没有主的怜悯和恩典，他的家庭出问题是必然的．这时候，如果他还是依靠自

己，家庭可能就要保不住了．可是如果他能回头，认罪悔改，重新依靠主，上帝仍

然是会祝福他的家庭．当然他已经吃了很多的苦头．这其实就是浪子回头的故

事．这就是神的爱和恩典． 

 

Ａ （符合：爱主） 

 

Ａ＇（不符合）  ――＞Ｂ （符合：基督为主） 

            Ｂ＇ （不符合） ――＞Ｃ   （符合：悔改） 

        Ｃ＇（不符合，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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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的有限和软弱，我们要非常谨慎地作决定, 而且要再叁的印证：圣灵感动，

符合圣经，环境预备，这叁者都是需要的．如果我们有圣灵感动，也符合圣经的教

导，就要看是否有环境预备．这包括人力和物力，必要的同工，教会牧师和长者的

支持．一般情况也应有配偶的支持．如果是上帝的带领，他一定会为我们准备条

件，也会感动其他弟兄姐妹包括配偶一起来同工．如果没有，就应该慢下来，继续

祷告．举例来说. 前几个月, 我们武妈妈有感动要帮助一些年轻的工人查经,这当

然是符合圣经的好事. 经过祷告和交流, 又有臧妈妈等 4-5 位弟兄姐妹有感动,愿

意一起同工. 结果那个查经小组就办起来了.不仅那些年轻的工人得到帮助,我们的

弟兄姐妹也同时得到锻炼和成长. 武妈妈她们这个查经小组是这样,鲁东弟兄他们

那个在农场的查经小组也是这样,宁和中瑛她们所召集的英语班还是这样. 我们教

会有许多这种例子.回头来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都是主的旨意,都是主的带

领. 在这些具体的体验中, 我们弟兄姐妹真切地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经历了主的爱

和带领, 经历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自己! 我们的信心得到操练, 得到坚固. 以后就

可以依靠对主的信心来明白主的其它的旨意.  

 

我们以上所讲得渴慕与耶酥的关系, 立志以上帝为中心, 和依靠信心来作决定都 

只是学习的过程. 不是神秘的秘诀,不是说做一次以后, 从此以后就可以很容易地

知道主的旨意. 而是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之中, 能够更信主,更爱主, 更像主. 

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就像郑超弟兄告诉我们的一个寓言. 有一个年轻人,他身

体很弱. 他就去请教一位长者. 这位老先生就叫这位年轻人每天去房后去推的一块

大石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数年过去了, 虽然大石头还在那儿,可年轻人已经是

身强体壮了.  

 

前天晚上, 金飞飞弟兄在这里给我们华福团契作了一个美好的分享. 我们众弟兄姐

妹都深受感动,很得激励. 飞飞弟兄 9年前信主,从那时候开始,他和太太景霞非常

渴慕与主的关系, 渴慕主的话. 从 1997 到 2000 叁年当中,他们全家五口每个礼拜

天上午到第一华人教会去做礼拜,参加主日学; 下到我们信义会来做礼拜,参加主日

学.他们每个礼拜五来我们信义会的华福团契参加学习和事奉; 每个礼拜六去第一

华人教会的方舟团契参加学习和事奉. 在 2000 年, 他们面临一个选择, 要正式参

加我们信义会或者第一华人教会. 后来他们去了第一华人教会,在那边有美好的见

证和事奉. 2003 年,他们有感动要去美国大陆去工作和服事. 结果他们在佛州有美

好的见证和事奉.今年 2006 年, 他们又有感动要回夏威夷来工作和服事. 最近,他

们回到了夏威夷大学和第一华人教会.他们这几次的选择都是满大的决定. 他们是

怎样作出这些决定的呢? 飞飞弟兄说, 当时心中有感动,但并不是非常清楚主的旨

意. 他们只是专心仰望主, 立志遵主话行, 然后,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飞飞弟

兄说,现在回头来看, 我们经历了主的恩典, 经历了主的话的信实, 更明白了主的

旨意. 看到飞飞弟兄和景霞姐妹他们的生命有了如此巨大变化, 看到他们今天是如

此被主使用, 看到他们带给弟兄姐妹慕道友朋友如此多的帮助和祝福, 我们真是感

谢赞美主! 

 

 



  7 

 

结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上帝爱我们, 愿意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期望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可是我们有人的局限, 不会完全明白主的旨意; 也不可能明白主的所有的旨意. 

但是在这个学习明白主的旨意的过程当中, 

我们与主的关系越好,  

越明白圣经的教导, 

就越能明白主的旨意; 

所作决定就越是能接近主的旨意. 

我们就越能活得更像主! 

这样, 我们就不仅有那新生命, 还有那更丰盛的生命.  

这,才是主耶酥的最美的心意!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主耶稣, 感谢赞美主! 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

我们每一个人都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立志以上帝为中心, 

尊主为大，照主话行。让我们能靠著主, 越来越能明白主的旨意,让我们所作的一

切, 都能够荣神益人.  主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是奉主耶稣名求, 阿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