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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講   定期定時

神的時間

傳道書第三章1至2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我們再跳過

來讀第9至10節：「這樣看來，做事的人在他的勞碌上有什麼益處

呢？我見 神叫世人勞苦，使他們在其中受經練。」我們來看一個

圖，這個圖不是那個大的了，現在我們縮小一個範圍，不只是這宇

宙，這回是講到地球上來了。

在聖經裏說， 神按照時間造一切的東西， 神造萬物，各按其

時成為美好。那麼根據科學家們說差不多46億年前的時候， 神就造

了太陽、月亮、地球，就是太陽系這些東西。但是太陽、月亮、地

球這些受造物曾經有過一個大的變化，這個我也稍微地解釋一下，

是現在科學家們還沒有特別找出來，不過我們根據聖經裏有這麼一

段時候，就是創世記第一章1至2節之間，「起初 神創造天地，而

（底下加一個轉折詞，在原文上有一個『而』字）地是空虛混沌，

淵面黑暗。」

神的預備

起初 神造天地的時候，尤其地球是很好的，是很豐盛、很豐美

的，植物很茂盛，有很多大的樹木。那個時候地上有很多的恐龍，

地的溫度很高，好像是熱帶地區一樣，長著豐盛的水草。按照聖經

說，地忽然間變成空虛混沌，發生了一個事變，就是當初 神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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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造成一個元素。而構造是把 神所製造出來的這許多元素再配搭起

來互相結構，就叫做構造。所以按照創世記來說，用的三個字不一

樣。「創造」，第一章1節都是用「創造」（BARA），以後就沒再

用了。在 神創造人的時候用了三個造，人是又創造（BARA）、又

構造（ASAH）、又製造（YATSAR）。那麼其它的這些東西都是

兩個造，就是製造，把原有的材料給它配合起來，所以在聖經裏這

「造」字還有講究，我們查經查得細一點的時候就明白了。

神最美妙的創造

我們舉個例來說，在以賽亞書第四十三章7節說：「就是凡稱

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

的。」所以祂這裏用了三步手續，有三個「造」，「所創造」、

「所做成」、「所造作」， 神造人是用了三步的工夫， 神要為自

己造人， 神要彰顯祂的榮耀，述說祂的美德，給人有特定的功能，

所以 神用特別的法子造人，人是最美妙的。

那麼 神造萬物是為人，人還沒有被造的時候， 神就先安排時

間，所以我畫這個圖裏面有太陽和月亮，地球在當中，上邊有個太

陽，下邊有個月亮，這是在創世記第一章14節。 神預備這兩個東西

是有特定功能的，什麼功能呢？就是預備這個時間。

神造光來定時間

本來 神創造都 是有時間的，但是那個時間因為太長，比如說

「輻射主控時期」，比如說「物質的時期」，那些都是「天下萬務

地球以後，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類，沒有兒子，只有恐龍一類的活

物， 神就交給天使管。天使管地上的這些大恐龍，所以天使就有一

個別號，叫做「大龍」，那個時候，它已經有背叛的心了，結果 神

就刑罰了這些地。刑罰的時候，就發生一個大的事變，地就變成空

虛混沌，變成荒涼了，這也就是古時候所說的冰期。

太陽不發光了，月亮也沒有光了，那時候整個的地球就冷凍

了。經過大的事變，這些恐龍都被埋在地裏頭，這些有油脂的樹木

也被埋在地裏。其實這個過程也是 神為人類預備可住之地的一個過

程，為什麼呢？因為 神藉著這個地的變故，就把許多大型身體、油

脂豐富的大恐龍都埋在地底下，就變成我們現在用的石油。又把那

些古木參天的高大樹木都一下子埋在地裏了，古時候的樹是多得不

得了，又大又粗，經過長久時日埋在地裏，就變成了現在我們今日

所用的煤、油等能源。

因為 神將來要讓人到地上來，為人預備可住之地，祂必須也要

為人預備能源，預備可燃燒、讓人取暖的東西，所以祂就在一定的

時間使地球產生一個大事變，這就是創世記第一章1至2節中間的那

一個故事。所以地球後來產生雲、氣、空氣這些東西，這是複造。

聖經用了一個字就非常奇妙，除了「起初 神創造天地」那一個字眼

是「創造」以外，後來下面用的「造、造、造」都叫複造，是用了

另外兩個字，一個叫構造，一個叫做製造，不是創造。

創造、構造、製造

製造與構造不一樣，比如製造是把原有的原料配合、配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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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除了「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以外，還有它別

的功能。

定節令、年歲

這就是地球要對的兩個東西，一個是大光，一個是小光，「定

節令、日子、年歲」，這個地球的傾斜度就把它分出節令來了，日

子，年歲，晝夜，並且古代的人沒有鐘錶，沒有記時器，古代的人

都是看月亮、看星星，以這兩個作記號，然後還「定節令、日子、

年歲」。現在人類都是這樣的，我們人類記數的方法，一個就是

大光，大光是陽曆，一個是小光叫陰曆。大光是指著地球圍著太陽

轉，用大光來記年、記月、記日，那就是一晝一夜。但是小光就有

趣了，小光是月亮圍著地球轉，那叫陰曆，陰曆有陰曆的排列法

子，所以我們知道種莊稼的人多半用陰曆，普通過日子、工作上班

的人都用陽曆，這是自古以來人們用這兩個大光的功能。

人類在時間裏受經練

那麼人就有時間了，所以 神在這個地球上第一件事，我們在這

個圖上看，就是預備時間，預備時間做什麼呢？我們剛才唸的聖經

說了， 神為什麼讓人進入時間，生有時、死有時， 神把時間預備

好了，造我們人，讓我們一下子進入時間，是要讓我們「受經練」。就

是讓我們到這個時間裏來長經驗，來受磨練，那個練是練習的練，

那個經歷、經煉、經驗都在時間裏發生，所以我們有好多東西雖知

道了，但是不懂，一定要親身經歷一下。

都有定時，凡事都有定期」的意思，像這種時期是比較長的。

那麼 神後來要「造人」的時候，又特為人安排一個時間，那就

是創世記中為人類安排的時間，這個時間就是用光來刻度，所以創

世記第一章14至16節：「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

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並要發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於是 神造了兩個大光，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就把這些

光擺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所以在聖經裏說明了，人還沒有被造， 神先安排了人要進入的

時間，所以我們剛才唸的，在傳道書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

都有定時」。 神就先造了大光，那個「造」都不是用這個「創造」，

都是用「構造」，所以 神用所有已經創造出來的元素配合起來就成

為一個太陽，太陽是大的，就在上面發光了，從40多億年前 神就造

這太陽了。

冰期

可是到了後來，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太陽不發光了，不照地球，

地球變冰期，那麼又一段時間連月亮也不發光了，等到複造的時

候， 神讓它再發起光來，這就是聖經那個複造，它用的不是那個

「創造」。那麼 神造這兩個大光幹什麼呢？用來給人的地球「分晝

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這是為人特別的預備，因為 

神要人到地上來，所以 神就造兩個大光。大光還有它的作用，大的

管晝，要輸送熱量，供應地球的熱能，小的也有微微的熱量，月亮

的光對地球也有特別的影響，比如對潮汐、對於水都有影響，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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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是 神讓我們進入，叫我們去經練的，這段時間就是 神給我

們的。在聖經裏描寫這件事很有趣，我講給弟兄姊妹們聽。人在 神

面前還沒有被造， 神就有一本冊子，就把我們登記了，在聖經上

講，祂登記一共有七樣事情，七樣，這叫「人的案卷」。

記錄造人的元素

是哪七樣事呢？第一，就是我們還沒有生之前，你還沒有生到

地上來，你的形體還沒有成形，所需的一些物質，比如鈣質、鐵

質、磷質、鈉元素、水、碳等這些物質都還沒有組成你的身體、沒

有構造成你的身體之前，這些東西在地裏， 神已經都看見了， 神

知道哪塊地裏、哪塊草所產生的鈣，讓哪一隻牛吃了，那牛的奶後

來給你吃了，變成你的骨頭， 神的眼早就看見、早就知道，這就叫 

神， 神的全知超乎我們的想像，所以說「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們不

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神計劃造人的時候，造人的身體，

造人的魂，造人的靈， 神早就都清楚知道了。

那麼 神造好了以後，讓你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要生下來了，祂

所定的日子要你活多久、多少月、多少日、多少時間， 神都定好

了，這叫「生有時、死有時」，所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

有定時」。

連我們這個人的生命都有時，所以我們一生就生在時間裏，這

個時間是 神所預定的。使徒行傳第十七章26節：「 神從一本造出

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連你生的地方 神預先都定準了，所以你還沒有生下來，你那個「未

像我們在學校讀書，讀書是從書本上懂了些東西，老師教我

們，還有圖、還有表來解釋，說得很清楚，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操作

過，不知道怎麼用，一定還要在時間裏去經歷一下、經驗一下，這

個都是 神造萬物的那一個原因。

所以 神要讓我們在萬事萬物中來經歷一些事，來磨練，這個萬

事萬物還是磨練。那麼人到這個地上來，我們先說大的，那是 神

給人的。我們已經把太陽、月亮跟地球的關係說清楚了，現在我們

來看這個表，所以人一生下來，就進入時間，這叫「生有時」。你

一生下到地球上來的時候，你就「進入時間」，你要開始記你的時

間。不光記，我告訴弟兄姊妹們一個秘密，就是 神也在記， 神那

裏都有詳細的記錄， 神在時間裏都有記錄。因為這是 神給你的一

段時間，你不要以為這時間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這是不行的，時

間是 神給我們的。

案卷與生命冊

我們唸一段聖經就知道了，詩篇第一百三十九篇16節：「我未

成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所以人知道我們的肉體還沒有變成現在的

肉體時，我們需要的鈣、磷、鐵、鈉還沒有成為我們的肉體的時

候， 神的眼早就看見。「我未成形的身體，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

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所以 神那裏還

有「生命冊」，生命冊也叫記錄冊，我們人就在案卷裏被記錄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個日子、年歲不是我們自己可以決



490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第 54 講   定期定時   491

記錄思想意念言語行為

那第六筆、第七筆就更妙了，我們看瑪拉基書第三章16節，說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

而聽，並有紀念冊在祂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

所以 神的冊子叫紀念冊，把這些人講的話、人的思想、人的言語都

記下來了。還有一處聖經有更清楚的描寫，我們讀詩篇第一百三十

九篇1至6節，說：「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我坐下，

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

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

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識

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這是一種奧秘， 神

從遠處知道我們的意念，那這怎麼知道呢？

神用靈鑒察

聖經也有說明，說 神在人心裏頭安了一個燈，這個燈就是人的

靈。在箴言書第二十章27節說：「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

心腹。」所以 神在你裏頭裝了一個靈，一閃一亮在那裏打信號，你

的心一動 神就知道了，「鑒察你的心思意念」。

所以我想聖經用的話夠多了，夠讓我們明白，所以我們一進入

時間，「生有時、死有時」，冊子上就開始記錄了，你坐下，你起

來，你行路，你躺臥，你幾次流離，你一切所行的， 神都細察，都

登記了，都寫在冊子上。那麼你思想呢？ 神從遠處知道人的心思，

連你的心思 神也給它記錄了，你想什麼，你是否想入非非， 神那

成形的體質」還沒有時，你的胳膊、腿什麼都沒成形時， 神的眼早

已看見了，「你的日子還沒有度一天， 神都寫在祂的冊上了」，這

就是聖經說到 神造人那一個「預先設定」，這也叫「全自動化」。

神預定的美意

你生在哪裏、你生在誰家也預先都定下來了，這都是你自己不

能選擇的，你自己沒有自由，是 神造的， 神讓你生在哪裏，你就

生在哪裏。 神給你什麼樣的體形，給你什麼物質，你就得照 神所

寫在冊子上的去享用。那麼以後，你生在那裏， 神也登記了，我們

再看詩篇第八十七篇6節：「當 神記錄萬民的時候，祂要點出這一

個生在那裏。」清楚吧！

聖經說得非常清楚。 神預計好一個人要到地上來，給他多少材

料，讓他活多少天，包括後來他生下來了，生在哪裏， 神都記錄下

來。當 神記錄萬民的時候， 神開始在這個冊子上記錄，就是記錄

你「生在那裏」。可是你不能永遠住在那裏， 神又記了，在詩篇第

五十六篇8節：「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

皮袋裏。這不都記在你冊上嗎？」

所以你幾次流離，幾次流離在一般來說叫「流動戶口」，你生

在一個地方，你不能老住在那兒，你要搬很多次家，你要流動，這 

神都記下來了，都寫在冊子上了。

那麼這裏還有一個秘密，「就是你哭過多少次，流了多少眼

淚」， 神都給你裝在皮袋裏給你量了，這就是第五筆。



492   聖經要道略解第二集

裏都記錄，你想的正事， 神也記， 神把我們的心思、意念藉著靈

的鑒察都給記錄了。那麼 神不光記錄這， 神在時間裏頭還記錄你

行路、你躺臥，你說的每一句話都給你寫在冊子上了。

神用光記錄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叫奧秘，這叫「永古隱藏不言的奧

秘」，也就是人到這世界來進入時間以後所發生的事， 神要用時間來

鑒察我們。我們若想，說這怎麼可辦得到呢？以前我們不知道，現

在可知道了。現在科學就告訴我們 神用光給我們記錄，大家知道這

個光就是一種載體，它可以記載一些東西，現在我們的照相機、我

們的錄影機、錄音機都用這個光，那麼 神的光就把我們都記錄了。

祂記錄我們：第一，未成形的體質；第二，年、月、時、日；第

三，生在哪裏；第四，幾次流離（包括坐下、起身、行路、躺臥）；

第五，眼淚；第六，口中的言語；第七，心中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