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基石課程—第十二課 （下）



第一步:上主給你的旨意

* 我們應該渴望取悅上主

帖撒羅尼迦前書4:1  - 既然你們領受了我們的教導，知道怎樣
行才能討上帝的喜悅，如你們現在所行的，我們靠著主耶穌懇
求、勸勉你們要更加努力。
約翰福音14:15  - 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約翰福音14:23 - 耶穌回答說：「愛我的人必遵行我的道。」

通過這些課程，我們一起談到並學到很
多關於上主想要和我們有關係，他想要
給我們的生命代來滿足和喜樂。 我們
談到了他提供給我們的恩賜——醫治、
喜樂、聆聽他愛和力量的恩賜；困難時
幫助的恩賜，和他的出現的恩賜。

現在我們想要談論關於把我們更多地順
服於他，以便他能實現他在我們生命中
的計畫。

* 上主的期望

從話語的基本原則中我們知道，上主對
我們所有人的期待是愛，愛他，和愛我
們的鄰居。

加拉太書 5:14 - 因為全部的律法可以
總結成一句話：「要愛鄰如己」。
馬太福音 7:12 - 所以，你們希望人怎
樣待你們，就要怎樣待人，這是律法和



先知的教導。
馬太福音 22:37-40 - 耶穌回
答說：「『你要全心、全情、
全意愛主——你的上帝』，這
是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誡命。
第二條也相似，就是『要愛鄰
如己』。律法和先知的全部教
導都以這兩條誡命為基礎。」
彌迦書 6:8 - 世人啊，耶和華
已經指示你們何為良善。祂向
你們所要的是什麼呢？是要你
們行公義，好憐憫，謙卑地與
你們的上帝同行。

* 一個優先的感覺是做正確決策的因素

沒有一個男人是偉大的男人，也沒有一個女人是一個偉大的女
人，直到他們有了一個優先的感覺。如果我們被次要的事所佔
據的話，我們就不能做更好的事，我們就不能找到我們在尋求
的滿足，也不能獲得上主給我們的最大潛能。

有一個非常真實的格言：「只有一個生命，它很快就會結束，
只有你為基督做了什麼才會持續到永久。」

哥林多前書3：14  -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
就要得賞賜
馬太福音6：33  -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
加給你們了。
哥林多後書4：18 -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
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恆的。



繁忙的旅途

曾有一個老婦人打算乘火車穿過南奧地利的山脈去旅遊。當她
得知火車走的路線，可以欣賞到阿爾卑斯山的壯麗景色時，她
就一直想要做這次旅行。

她上了火車並決定要使自己很舒適。但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
老婦人被她的挎包和她的小包所煩擾。她試著去安排東西——
整理一個她帶來墊後背的小枕頭，弄來弄去，竟煩擾得沒有看
一眼外面的景色。接著叫茶、打開三明治、查看時刻表，時間
過去了，她總是談到想要去看風景，但她完全沒有處理好她旅
行的主要目的，只是愚蠢地圍繞著一些瑣事打轉。這些瑣事轉
移了她的注意力，成了一個錯誤的重點。但壯麗的景色順窗而
過的時候，她把重點放錯了位置，於是她……。

上主有些計畫是給你的！

彼得前書4∶10 -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作 神百般
恩賜的好管家。

當我們在作決定和尋求上主旨意的時候，上主把某些特質的能
力給了我們每個人。我們應該問我們自己，我們想要的恩賜是
什麼？我們正在使用恩賜來做最重要的事嗎？

在所有的歲月裏，從來沒有也從來不會有一個男人或是一個女
人完全地象你。你是唯一的沒有複製品。沒有兩片葉子，兩顆
寶石，兩顆星星，兩個生命是相同的。每個生命都是上主給世
界的一個嶄新的想法。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可以和你做的工作
完全一樣。

每顆寶石都閃現他自己的光芒，每朵花都有它自己的芳香，每
個信奉者都有著耶穌特別的關耀。上主不是給你一個個性嗎？



同時他也創造了只有那個個性可以達到和涉及的一個特別的範
圍，並且在世界上沒有另外一個人可以達到和涉及到。

無論你覺得多麼軟弱，上主都能使用你！

很久以前在一個大城市裏打出了一個廣告，說是有一個偉大的
小提琴家要演奏一把價值一千美元的小提琴——在那時侯 這
可是一筆可觀的錢。劇院暴滿了，很多人更多的是來看那把精
緻的小提琴，同時也是來聽音樂。小提琴演奏家出來並開始演
奏，人們欣喜若狂。忽然，演奏家把小提琴扔在地上，把它跺
得粉碎，離開了舞臺。人們驚呆了，都認為演奏家瘋了，他毀
掉了一把可愛的、昂貴的樂器。一會兒，劇場經理出來對聽眾
說：“朋友們，小提琴演奏家還沒有用那把價值一千美元的小
提琴演奏，你們剛才聽到的，是他在二手商店花60美分買的。
現在，他將要用那把價值一千美元的小提琴演奏了。”接下來
小提琴家就這樣做了，在聽眾中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分辨出音色
的細微差別。

小提琴演奏家這樣做，只是想要告訴他們，是演奏家創造了音
樂而不是小提琴。

你可能只是一把65美分的小提琴，當主人可以來創造音樂，如
果你向他順服的話。



旨意的第一步：順服他！

選擇行上主的旨意，應該是一個內心的願望。上主需要一個志
願者而不是一個被徵召的入伍者！

哥林多後書9∶7 -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
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喜愛的。
歷代志上28∶9a  - 你當認識耶和華你父的神，誠心誠意地侍
奉他

找到上主旨意的第一步，順服上主。你需要自願地放棄你認為
最好的想法，以便找到上主的計畫。

箴言3∶7 -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
馬太福音6∶10 - 願你的國降臨。原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

跟隨指導者

詩篇143∶10 - 求你指教我遵循你的旨意，因為你是我的 神。
你的靈本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在非洲叢林裏的一個富有多年經驗的導遊有次說：「帶領任性
的人是很困難的，引導他們會非常地艱難。他們不信任導遊，
他們總是想走自己的路。在我的導遊生涯中，我看到過很多這
樣的人。他們跑進危險的境地和發生嚴重的事故，就是因為他
們不跟隨導遊。」

牧場的羊需要一個牧者，這奇怪嗎？我們不應該沒有上主到場
和沒有上主的指導就開始一天。

詩篇100∶3 - 我們當曉得耶和華是 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
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選擇上主的旨意不一定容易

當我們做上帝想要我們做的事時，我們高興地知道我們正在讓那
位愛我們和為我們獻出生命的高興，但是實際上上帝要我們做的
事並不總是容易的，你可能要面對洩氣和其他的試探。

當你選擇做上帝的旨意時可能要面對的一個挑戰是：甚至可能有
時會讓你和你周圍的人發生衝突。雖然 希望這不會發生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有時發生了你不要驚奇。

加拉太書1：10b我豈是討人的歡喜嗎？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
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行上帝旨意的回報

數目眾多的關於行上帝旨意的回報和承諾

希伯來書10：36 - 你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
以得著所應許的。

歷代志下15：7 - 現在
你們要剛強，不要手軟，
因為你們所行的，必受
到賞賜。
但以理12：3 - 智慧人
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
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馬太福音16：27 - 人子
要在他父的榮耀裏，同
著眾使者降臨，那時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



各人。
馬太福音25：21 - 主人說：‘好，你這又善良又忠心的僕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
受你主人的快樂。’
哥林多前書3：8b - 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
加拉太書6：7b - 人種的是什麼，收得也是什麼。
以弗所書6：8 - 因為曉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論是為奴的、是
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賞賜。
希伯來書6：10 - 因為神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
你們為他名所顯的愛心，就是先前伺候聖徒，如今還是伺候。
啟示錄2：10b -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生命的冠冕。
啟示錄3：11—12 -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
去你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
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
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
在他上面。

課程的第二部分：知道上主旨意的七種方法來

你若真誠地請求上帝，在任何情況下表明祂所知最好的答案，
祂一定會的。祂或許會透過以下所列的一個或多個管道來回答
你，我們現在按照其重要性和可靠性，來列舉它們。

1.上帝的話語。尋找上帝旨意的
第一個地方，就是聖經裡的上帝
話語和其他上帝啟發的著作。祂
已把我們生命中會面臨的每個問
題或困難的基本答案都記錄在那
裡，有時祂一清二楚的說明，有
時提供一些可以應用的靈性原則。
「您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
上的光。｣（詩篇119:105）



2.上帝話語的聲音。當你在為某事
思考或祈禱時，上主有時是否會提
醒你某個章節或聖經段落，來闡明
祂的觀點呢？那就是聆聽到上帝話
語的聲音之意。或有時當你在讀聖
經時，突然間，一個章節或段落有
如在對你本人直接說話，就好像它
特別是為你所面臨的情況而寫的呢？
那也是上帝話語的聲音，那是上帝
藉著祂的話語向你本人說話，而你
得到你正在尋找的答案。「上帝的
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希
伯來書4:12）

3.直接的啟示。上帝也藉著夢、異
象和聖經所稱的「預言」來對我們
講話，預言就是當祂對我們的心說
話時，從祂那裡直接得到的訊息。
「上帝說：在末日，我要將我的靈
澆灌人類，你們的兒女會說預言，
年輕人會見異象，老年人會作異夢。
｣（使徒行傳2:17）

4.屬上帝的商議。你若想學彈鋼琴，
就會請一名有造詣的鋼琴家教你。你若想學如何煮菜，就會問
請求某位精通廚藝、你也喜歡他的菜的人教你。你若想尋求上
帝在某種情況下的旨意，就去問那些對基督信念堅定、和耶穌
有穩固的私人關係，並智慧地按照祂的方法行事的人。

箴言11:14 - 無智謀，民就敗落；謀士多，人便安居。
箴言15:22 - 不先商議，所謀無效；謀士眾多，所謀乃成。



5.情況與條件。有時候身邊發生的明顯事情，能顯示出上帝的
導引。想像一個長的走廊，兩邊有許多門。你要進入哪個房間
呢？你沿著走廊走，敲不同的門，試試不同的把手。你只能走
進那可打開門的房間。某件事若是上帝的旨意，祂通常會打開
一扇機會之門，讓事情可能發生。「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
的門，是無人能關的。｣（啟示錄3:8）

6.強烈的印象或渴望。這些有時被稱為「靈裡的見證｣或「心願
｣。當你任由自己的靈導引時，你懷有的感覺可能會蒙蔽誤導你
；但若上帝要你採取某種行動時，祂有時會給你想做某件事的
強烈渴望，或是給你內心堅定的信念，知道這是該做的正確之
事。「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詩
篇37:4）



7.與上帝預先訂定的明確徵兆。這
些有時被稱為「羊毛｣。有時你可請
上帝給你一個明確的徵兆，來讓你確
認或複核你的決定，就如聖經士師記
裡基甸所做的那樣。請上帝給你這樣
的徵兆有點像是與上帝簽訂合約。祂
若履行祂那部分，你便需要履行你的
部份。

士師記6:36-40 -「基甸對上帝說：『您說過您要用我來解救以
色列。那麼，我放一些羊毛在我們打麥子的麥場上，如果早晨
只有羊毛上有露水，地面是乾的，我就知道您要用我來拯救以
色列。』一切都照他所說的發生了。基甸一大早起來，擠一擠
羊毛，竟擠出一碗露水來。基甸又對上帝說：『請別向我發怒，

容我再求一次，
再用羊毛試一
次。這一次請
使羊毛乾乾的，
而地面都有露
水。』那晚，
上帝照著做了。
第二天早晨，
羊毛果然乾乾
的，地面卻都
是露水。｣



尋求上主旨意的方法摘要：

1） 話語。
2） 話語的聲音，
3） 啟示
4） 勸告者和顧問
5） 環境和條件
6） 個人的渴望
7） 與上帝預先訂定的明確徵兆

上主怎樣顯示他的旨意

上主通過這些方法顯示他的旨意的時候，他不會一定要遵循什
麼特別的順序。

他可能首先通過一個預言來對你說話，然後 你可以用話語來
確定這個預言。或者他可能通過他的話語的聲音來對你說話，
然後你可以去查究經節，看通常上主就這個主題他是怎樣說的。
我們不能把上主放在箱子裏說：他必須用這樣或者是那樣的方
法對我們說話，或是這樣或那樣的順序。但是我們知道他用這
些方法來工作，不是僅僅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的，同時在他
的書面話語中他也是這樣講的。

讓我們行動起來！

願上主不僅只是幫助我們找到他的旨意，同時也幫助我們去實
行它。

約翰福音13：17 - 你們既知道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教我去實行您的旨意

主啊，請將您的道路指示我，我樂於按著您的真理而行，幫助
我滿心敬畏您的名。主啊，為了抵擋敵人的緣故，求您以公義
引導我，求您清楚指示我當行的路。求您引導我，教導我認識
您的真理，因為您是賜我救恩的上帝，我要整日等候您。您是
我的磐石、我的城堡，因此，為了榮耀您的名，求您指示引導
我。

主啊，您鑒察我的心思，知道我的一切，我或起或坐，您都知
道；您即使在遠處，也知道我的每一個意念。我或工作或歇息，
您都細察，您熟悉我所走的一切路程。哦，主啊，我還未說話，
您就知道我要說的一切。

主啊，求您鑒察我的內心，試驗我的心思；試驗我，看看我裏
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長遠永存的道路。求您幫助我遵行
您的旨意，因為您是我的上帝，您的靈是美善的，願您引導我
走美好的道路。
（詩篇86:11；5:8；25:5；31:3；139:1-4,23-24；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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