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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第 47 講   明白  神旨意的奧秘

明白  神的奧秘

舊約阿摩司書第三章7節：「主耶和華若不將奧秘指示祂的僕

人眾先知，就一無所行。」所以保羅說：「 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

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這奧

秘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照永生 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

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保羅明白奧秘，他深知基督的奧秘，保羅蒙啟示知道「永古隱

藏不言的奧秘」，所以他所做的、他所行的、他所傳的都能合乎 神

的旨意，把 神的計劃逐漸地說明了。那麼今天很多人只傳福音，

對耶穌基督不求甚解，對奧秘一無所知，所以眾先知就一無所行。

「一無所行」按照中文說就是「莫知所措」，莫知所措就是措手措

腳，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這個奧秘是非常重要的。

遵行  神旨意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21節說：「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那

什麼叫做遵行 神的旨意呢？就是明白「 神的奧秘」，「明白 神旨

意的奧秘」，因為 神的旨意包括諸天宇宙萬有，包括天使、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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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參透萬事

參透的意思是什麼呢？是都能明白 神為什麼准許這樣的事發

生，祂怎麼樣藉著這些事來造就我們，讓我們經歷，所以要「參透

萬事」。這是每一個要到永遠裏去的基督徒都要學習的，都要在這

個短暫的時間裏，就是我們這一生一世，在現今的世界裏要學的。

若我們學到能夠「參透萬事」，能夠在靈裏看懂萬事「發生」

的「定 理 」、「原因」、「結果」，那我們就可以在榮耀裏替 神

管事。假如一件事情發生，你根本搞不清是怎麼回事，請問你怎麼

處理呢？所以這就是 神在這世界要訓練我們的一個方式，所以祂必

須把我們放到這世界裏來。到這世界裏來我們要學習、認識萬事萬

物，像科學、哲學、文學、詩詞歌賦，都要學一點，這都是我們應

當學的，凡是世界上有的學問、知識，我們都應當吸收。

把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要在求學時代學這些東西，要從前人經驗所積累的知識中拮取

精華，當然古人所經歷的事、留下來的，一定都是有價值的、好

的，所以越往後累積，知識就越豐富。我們這個世代，尤其21世紀

的科學已經發達得不得了了，萬事萬物之理，大概我們都能夠很透

徹、很清楚地理解了。我們在讀書的時候，學習、認識、知道、明

白，從看、從聽來明白這些事。等到我們畢業了，我們深入到社會

裏了，我們還要把所有的這些知識、所有的見識、所有的學識、所

有的認識，所知道明白的這些因素、定理應用在我們每天面對的職

業、工作、生活中。

萬物， 神都有一個計劃， 神有預定的美意， 神這個計劃尚未發

表、尚未弄清楚以前都叫做「奧秘」。所以奧秘就是清楚地解釋 神

的旨意，那麼能夠按照 神旨意做，人就可以進天國，到諸天掌權之

國，與主一同統管萬有。

不明白 神旨意的奧秘，你就不知道到天上去替 神做什麼，那

你就沒有法子到天上去與主一同統管萬有，你不知道天國的機密，

你不知道天國的政策，你不知道將來在天上 神預定的美意、 神的

計劃，你都不曉得，你就不能夠參政，就是不能夠去替祂做事。

與  神一同統管萬有

所以聖經裏說教會是訓練將來到天上去執政掌權者的訓練班，

神要很多人到天上去與祂一同「統管萬有」，到天上去負責任分區

治理，這是聖經所描寫的。可是你不知道 神要做什麼，那你怎麼去

替祂統管萬有呢？你不知道如何辦。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活在這個

世界，就得明白 神旨意的奧秘，就得明白 神預定的美意，好照著

祂的旨意來學習、來經歷、來充實我們的生命，這個最重要的一句

話就是「參透萬事」。

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事地物」是互相、互動的一些事情，這

個叫「萬事互相效力」，有林林總總的、各樣各式的事故，這些事

故發生的理由和原因、時候和定理我們都要明白。明白了以後，遇

見事情時，無論多難的事、多大的事、多小的事、微不足道的事，

包括萬事，我們都能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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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上，用來鑒別萬事的定理，鑒別它存在的價值，鑒別應用的

方法，我們都要從萬事之理裏來得著。

用屬靈智慧參透

本來我們渾渾噩噩，學了也不知道怎麼回事，知道了也不知道

到底有什麼用，可是我們一到年長了、入世一深了，在這個世界裏

的許多奇 奇怪怪的 事故中，就要找出應用的原理，這就是 神造

時間、造世界、造綜錯複雜的這些人事地物的目的，這是讓我們學

習、操練的一個場合。所以我們對於周邊的人、事、地、物所產生

的種種變化、種種事物都要仔細地觀察，假如我們有屬靈的智慧和

悟性，我們就參透了，一看就知道這是為什麼，什麼原因發生這樣

的事故，遠因、近因、觸發的原因都會一看就知道，這是通達的人，

「歷練通達」。

所以聖經就是教導我們萬事萬物，有的我們沒有經歷，聖經給

我們補課。舉例說像箴言書這卷書，以前我不曉得它做什麼，原來

它就是講萬事萬物所產生的一些故事，並且講人情事故。人有多少種

人，箴言書光「人」就有130多個名稱，有這樣、那樣的人，要辨別

「人」。而發生的「事」也有很多，裏邊那些讓我們得著智慧的地

方很多。

智慧就是智慧

那麼人要在人事地物中瞭解這些東西，需要什麼呢？需要智

慧。所以耶穌基督一進到我們裏邊來，你一屬靈就有屬靈的智慧，

要積存知識

其中有幾個最大的專案，我們需要操練，要在這個萬事萬物中

活用，在下一個講章裏，我要用一個圖，讓大家懂得 神的設計，還

要學習應用。年輕的時候記憶力好， 神叫我們存記，「智慧人積存

知識」，我們一個人認知的是很少，但它越積累越豐富，需經過許

多有智慧的人累積起來這寶貴的知識。

那無知的、不好的就淘汰了，好的就慢慢地留下來了。比如這

個進化論就是一種反對 神的無知言論，似乎是有理，結果現在慢慢

地要淘汰了，因為現在科學進步，把它的那些錯誤推測、錯誤道理

都給推翻了。人們就揚棄，不再執著地要尊崇它那個律，尊崇它那

個原理了，人就回到「智慧設計論」，又回到科學家們所認真發現

的這些原理裏來，像這需要經過多年、多人、多次、還有進步的知

識來淘汰它。

時間做淘汰的工作

許多無知、不合理的理論在歷世歷代都被淘汰了。好的就存下

來了，這是 神在歷世歷代、在時間裏做的一個很奇妙的工作。當然

人也有無知，無知還自以為有知，去創造許多謬論，也存在一段時

間，也騙了一些人，但是到了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它就消失了，

慢慢就淘汰了，這就是人類在知識上漸漸更新，一天新似一天的原

理。

那麼我們人越到最後掌握的真知識（聖經裏叫做真知識）就越

豐富，這些知識不光我們讀書的時候接受了，我們還要應用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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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能夠到永遠裏去擔當重任，這就是聖經裏的奧秘，所以這個

奧秘叫做「基督內住的奧秘」。

經煉與試驗

所以 神要把基督的生命跟一個在地上被揀選的人的生命（按照 

神旨意被召的人）結合起來。那麼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但是人的生

命有魂、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再加上靈的吸收，藉著肉體的

經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物都有定時」，在時間裏所發生的

萬事萬物我們就經歷到了。經歷到以後，我們這個智慧就能產生悟

性，悟性就能理解，好的就吸收了，壞的就把它揚棄了，我們懂得

辨別，所以叫做「通達」，叫「辨別好歹」，這都是聖經裏 神要我

們學習的。

神造這世界，並且把我們也造在這世界裏，由簡單的亞當、夏

娃，然後生出這麼多的人，各族類、萬世、萬族、萬國、萬民、萬

方。 神要讓我們受經煉，這就是 神最完美的計劃，這就是 神造這

世界的「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這就是 神要讓我們在這世界裏來

吸收、來認知，受 神時間的磨練與造就，叫做經練。讓你經過，有

經驗、有經歷，然後讓你經過各種的試驗，然後就把你塑造成 神所

需要的一個材料，然後進到「那世界」。

神給人自由意志

所以 神的工程、 神的計劃是很完美的，是很有功效的，只要

我們讓 神的靈在我們裏頭運行。你不要自己搞，這裏邊還有一個大

這個智慧就是主耶穌創造萬物的智慧，就是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

在太初創造萬物以先就有的那個智慧，我們就跟智慧有接觸了。

所以箴言書是講智慧的，智慧幹什麼呢？「參透萬事」。箴言

書這一本書是讓我們有智慧「認識萬有、參透萬事」，但是得在靈

裏，所以箴言書我們應當多讀，多讀你就會智慧越來越高，因為你

在箴言書裏面看見很多種人，這是把世界各類人種的品格、習性都

描寫出來了，所以你等於經歷、認識了好多種人。

其實一個人在家裏，在你的小圈子裏，你認識的不多，有好多

古時候人的生活範圍方圓不過幾十里，都沒出過門，他遇見的人就

是那幾個，左鄰右舍、三親六故，就是附近那些人，他的見聞、知

識都非常狹窄，所以這樣的人就做不了太大的事。等他一到大的環

境，認識各個階層的人一多，他就目迷五色，弄亂了，他就不知道

怎麼處理。但是一個屬靈的人，我們讀經的時候，聖經把你沒有遇

過的人都描寫出來，所以你讀箴言書的時候你就會「增長智慧」。

基督內住的奧秘

所以箴言書第一章就說了，說你讀它就是增長智慧，我們講奧

秘的時候，還得藉這本箴言書。因為你有了智慧，你才能夠有悟

性；有了悟性，你才能夠把不懂的事藉著靈的領悟力都可以參透，

所以「屬靈的人參透萬事」。因為 神要一個人到永遠裏去替祂「統

管萬有」，在萬有中要擔任重要角色，這不是件小事，所以 神就在

這世界訓練我們、養育我們，讓我們從這個世界裏、在肉體中經歷

這些事，在時間裏來經歷這些事，然後使我們「成全完備，毫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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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美意

神訓練人就不是這樣了， 神讓萬事萬物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

人得益處，把他們在這裏都訓練好了，然後每種事物、每種情況、

每種突變，每種發生，他都能應對。那這個人才算是一位在好的組

織裏完美配合的工作人員，這就是 神在萬世以前預定的美意。

祂預定的美意，就是「旨意的奧秘」，這本聖經就是解釋這件

事情的，所以祂先在時間裏造一個這世界，讓人多起來，祂也預知

人類用自由意志一定會弄得很壞，然後祂再把耶穌基督的生命裝

在這舊有的生命裏，讓耶穌基督的智慧來充滿在這些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裏頭；然後讓他們從這樣彎曲悖謬、敗壞罪惡的世界裏學習操

練；操練出來以後都成為 神所要的那個模式，到永世裏去擔當大

任。祂就把宇宙萬有的統治權交給他們，讓他們配搭得合適、聯絡

得整齊，完美一致， 神就在萬物之上做父、做王，祂不用管了，就

交給這些人去辦，他們就都會做得好好的。

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這個過程就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的重心。那怎麼一步一

步地去做呢？我們接下來再一步一步地解釋，總之， 神要一個「永

遠的完全，不再出錯」，所以 神就先造一個這世界，訓練一批人，

給他們永遠的生命，把他們帶到永遠，這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

秘」的一個大致說明，而其中又分成很多小的奧秘，我們再來慢慢

地解釋。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是當初 神造人的時候給人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是 神最偉大的一個裝置，就是「自由意志」。 神在每

一個人裏邊都裝了一個自由意志，不是完全由祂管理，讓你自己去

碰碰撞撞。選擇或者捨棄、愛或者恨，允許你有一些自己的情感，

讓你自由發揮，當你自由發揮的時候你就可以選擇，好的你怎麼選

擇，壞的你怎麼丟棄。這就是 神訓練人的一個最高的智慧，你懂得

好壞的分別，這個心竅習練得通達了，能分辨好歹了，你才是一個

可用的人。不用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你要怎麼辦，稍微不告訴，你就

錯了。好像一個機器人，你給它定準了方向，它就會做一樣，它不

能夠變化，不能夠靈通變化，那不是 神所要的。

神要的是你有很多自由的意志，你可以反應一切事物，每一個

反應都是非常通達、非常好的，這是 神所要的。這要你的見識、知

識、學識、認識都得足夠，這就需要萬事萬物來調教，這也就是 神

旨意奧秘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神要的，是經過磨練、經過操練，能夠適應各種環境，有適應

力、有自己辨別能力的人，不是每樣事都讓 神牽著鼻子走。若 神

一不干涉這個人，他馬上就錯誤了。這種不是 神要的， 神要每一

個人是都訓練好了的。

就好像我們有一個公司，我們公司裏頭需要許多人才互動，需

要很多人的技能配合，需要很多的專長互補來成為完整的體系。假

如這些員工都做成機器人，當然它可以運作，可是它是死板的，突

發事件出來它就不知道怎麼處理，不知道如何應對了，因為它裏頭

沒有那個「自我意識」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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