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ING THE WILL OF GOD
尋求神的旨意
「我要如何尋求 神的旨意呢? 我怎能肯定自己行在祂為我一生所定的旨意中呢? 」
你曾否發出這些問題呢? 你對 神的旨意這題目感到困惑嗎? 或者, 你對自己是否錯失祂
的旨意, 而惶惶終日嗎? 倘若如此, 當你讀完這信息後, 便會更明白何謂 神的旨意.
讓我們一同看看主有關 神的旨意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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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言之, 這是應用在一些希望成就 神旨
意的人身上的(也就是說, 雖然這也是如今許多基督信仰的通病, 這是指那些缺乏禱告,
沒有上教會, 但卻要 神同意他們的意思的人). 其實, 彷彿我們顛倒了真理, 説: 「主啊
, 但願不是你的旨意, 乃是我的意思成就! 」近合人的意思,説到他們的意志, 異象或前
途的牧師, 大不乏人.
然而, 主說, 若你存心成就 神的旨意, 就會明白且知道何謂真理. 你會認識祂的聲音,
得知: 「這就是道路, 行在其中.」我自從初信主, 就希望成就 神的旨意--雖然我並不明
瞭這將會如何. 我記得自己坐在教會中聽講道, 心中想: 「這些人怎能領受這種信息? 難
道他們不知道這是有所偏差的嗎? 」
多半的時候, 他們坐在那裡聽道, 因為他們不願成就 神的旨意. 人們只想上教會, 好得
福. 他們希望自己名成利就. 他們會存著這種心態: 「主啊, 若這是符合我認為你的旨該
當如何, 就好; 我要有份於其中! 否則, 我不想聽. 」
人們不想成就 神的旨意,

就首先會在道理上感到困惑, 至終更無法分辨真理. 他們的禱

告不蒙應允, 便總結說 神並不對他們說話. 然而, 歸根結底, 他們不想成就 神的旨意.
他們希望過非凡的生活;也就是說, 他們希望受人群擁戴, 能起死回生, 按手醫病, 説方
言等等, 但他們卻不想遵行 神已啟示的旨意.

神已啟示的旨意
首先, 讓我們分辨「神已啟示的旨意」和我謂「神獨特的旨意」(即主單單叫你分別為聖
去為祂成就的聖召 ). 往往, 神獨突的旨意會令你到不熟悉的地方去; 而且, 這意念起先
會強烈的印在你的心中. 神已啟示的旨意則是祂旨意實際的部份, 即我們大家所得的聖召
. 你不必到處尋找, 因為這是在聖經中顯而易見的. 如果你以聖經用語索引來查考「旨意
」(“will”), 神的旨意透過全本聖經, 特別是新約聖經, 啟示出來了. 讓我們看看一些
例子.
使徒保羅說: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遠避淫行; 要你們各人曉得怎樣用聖潔尊
貴, 守著自己的身體.」(帖前4:3-4) 這是我們, 尤其是這世代的人所需的起點. 我們必
須遠離種種不道德的性行為. 我們必須求 神賜下力量, 好讓我們能過聖潔的生活, 為祂
分別為聖. 我又在帖撒羅尼迦前書看見另一個例子: 「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
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帖前5:18) 凡事謝恩是指你們當為你們的居所, 婚姻, 工作
和家庭, 而感恩. 學習感恩, 而不是不斷祈求説: 「神啊, 你叫我脫離這裡, 我就會事奉
你; 你叫我脫離這裡, 我就會愛你! 如果你叫我脫離這裡, 我就會比別人更敬拜你! 」
但是, 主說: 「不, 那並不是我的旨意! 我的旨意就是你要在你的處境裡學習感恩. 你要
學習在我所安排的地方裡得勝. 」
或者, 請思量這節經文: 「你們作丈夫的, 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
己.」(弗5:25) 我記得自己頭一次讀到, 便衝口而出, 說: 「談何容易! 」畢竟, 使徒保
羅是單身的! 可是, 我們不可忽略 神所啟示的旨意任何的一方面.
如果你不愛你的妻子, 正如主愛教會, 就休想當偉大的宣教士或牧師. 如果你不願為她
犧牲, 就不要幻想有一天 神獨特的聖召會從天而來,臨到你.
你讀過全本聖經, 就會發現 神的旨意也是要我們學習説誠實話. 畢竟, 這是個關乎真理
的國度; 而且, 我們要代表那這樣説的主: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約14:6) 神的
旨意是要我們為人忠心可靠, 不屈不撓. 在工作環境裡當個忠心的員工, 準時上班, 在適
當的時候下班(即不要遲到早退). 要樂意幫人, 關心別人. 顧及他人; 也就是說, 不要只
顧你自己的掙扎, 試煉, 所關心的事和心願. 不要心情好, 或感到方便, 才成就 神的旨
意. 求 神賜你誠心關懷別人的心.

神獨特的旨意
往往, 我們成就 神已啟示的旨意, 神獨特的旨意就會臨到我們. 這就是那祕訣. 我從未
「找著」 神給我獨特的旨意. 我成就實際的事情, 神獨特的旨意就會呈現在我面前. 我
在凡被主呼召的人該有的本份上盡力而為. 心中至終就會得著不會消逝, 強烈的意念.
老實說, 多半的時候, 神的旨意並非我自然想做的. 比如, 我必須每清晨起來餵養我農莊
裡的牲口, 駕車36哩路去上班, 工作8個小時, 又駕車36哩路回家. 我又必須再餵養牲口,
照顧孩子們上床, 然後又到9哩多以外的地方去帶領查經. 有時候, 在風雪交加的晚上,
甚至路都難以看見. 然而, 我對 神給我的聖召忠心不渝, 神獨特的旨意就開始在我身上
展開了.
有一天, 有查經班的成員説: 「一百年來, 這裡40方哩內都缺乏 神的見證. 我們該成立
一家教會! 」
我記得自己説: 「我們如果要成立一家教會, 我就會去尋牧, 好讓我們得蒙遮蓋. 」我與
當時我國的宗派領袖會面, 且討論有關尋牧. 他便問我說: 「你願意當這教會的牧師嗎?
」
我回答說: 「先生! 絶對不會! 我有非常好的職業. 何況, 我曾經當過一家大教會的長執
, 我見過其中的一些運作, 便對那方面的參與不感興趣. 」最後, 他説他們會去尋牧.
同時, 我們的小組必須遷到城中的一家酒店聚會. 那是個非常世俗的地方. 我們必須把有
關女人的海報翻過來, 倒空煙灰缸; 兒童教室則在「男生專用」的房間裡舉行. 然而, 神
卻繼續加添我們的人數, 直到我們座無虛席! 我同意牧養這教會六個月, 直到我們找到長
期的牧師.
然而, 一直以來, 神的旨意不斷臨到了我. 有一天, 我在講道, 看見窗外有一隻小麻雀站
在車道上. 牠在寒冷的冬日, 在雪中覓食. 神突然提醒我有關這段經文: 「五個麻雀不是
賣二分銀子麼? 但在 神面前…不要懼怕, 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路12:6-7) 然後,
主問我説: 「你可把前途交託給我嗎? 你可倚靠我去看顧你和你的一家嗎? 」
這並不是我想聽見的! 然而不久後, 我和警察局的伙伴一同在賣場裡調查罪案. 忽然間,
有些可疑人物走向賣場裡的銀行. 伙伴便對我説: 「你今天帶了槍, 是嗎? 」我回答說:
「我忘記了, 槍還是在我的衣櫃裡. 」就在賣場裡, 我那未信的伙伴說: 「你是得蒙呼召
去傳福音的! 卡特, 你是個好人, 但你的心再也不在這裡, 另有所屬. 我告訴你, 你必須
去成就 神的聖召! 」

我在成就 神所啟示的旨意上盡力而為, 當時, 神獨特的旨意就臨到我了! 我終於回去見
那宗派領袖, 說: 「神吩咐我去牧養這教會. 如果你要我的話, 你可以停止尋牧. 」
他回答說: 「我沒有尋牧. 我向來知道你是個牧師! 」
先成就首要的事情
神獨特的旨意領我到過許多地方; 這天路歷程實在不可思議. 然而, 我們必須學習去先成
就首要的事情. 所以, 若你需要, 就要回到起初的愛, 且讀經. 不要活在這幻境中: 你定
意忽略 神所啟示的旨意, 神神祕的旨意卻會臨到你.
聖經説: 「因為 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的人的口. 」(彼前:15)
這就是 神已啟示的旨意; 包括行善; 説誠實話;在冷漠無情的世代裡關心人; 當人都不肯
求 神時禱告;熟讀人所棄絶的真道; 當人們想咒詛祂的聖名時宣揚主名. 這樣, 你就會養
成你的品格! 你必須私下得勝, 才會公然得勝. 請謹記, 如果你沒有私下學會去愛人, 你
不會成為一位愛眾人的超級傳道. 事實如此. 所以, 不必為要尋求 神獨特的旨意而擔憂,
它必臨到你. 如今, 你要著重 神已啟示的旨意, 神獨特的旨意就會隨之而來.
保羅透過以弗所書, 說我們當「從心裡遵行神的旨意」(弗6:6). 所以如今, 我鼓勵你去
求 神賜給你成就祂旨意的意志. 對祂這樣説吧: 「主啊, 求你為著你為我安排的, 而打
開我的心靈. 不要讓我將之看為太微小, 或沒尊嚴. 求你幫助我去成為看見地上的一塊紙
頭, 而將之拾起來的那個人. 求你幫助我成為既仁慈, 誠實, 又忠信的一個人, 造就别人
,而不會欺壓別人. 求你幫助我去在一個充滿分歧的社會裡使人和睦合一. 然而, 當人人
都以謊言相待時, 讓我願意為著真理而立場堅定. 主啊, 求你賜我勇氣來全然跟隨你. 」
我相信,你倚靠 神賜你意志, 來成就祂的旨意, 主就必前所未有的向你啟示. 你實在會因
神的帶領和託付而感到驚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