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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發生的萬事

我們查考聖經，看傳道書第三章2節：「生有時，死有時；栽

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神要用時間來磨練我們，讓我

們經歷試練，這事我們已經明瞭了。受經練的方式就是用人、事、

地、物，因為人與人之間會發生很多的事。比如一個男孩子跟一個

女孩子談戀愛了，戀愛以後就結婚，結婚以後生兒養女，組織家庭

了。但當初結婚前發生很多的事故，有的是兩個人很好，但是父母

不贊成，還鬧家庭革命才結成婚，像這種都是每個人身上經歷過

的、發生過的事，這些都叫人與人之間的事。

時間中的人事地物

那他們生兒養女，跟兒女之間又會發生很多的事，從小抱、

背、把尿、餵食，這種事多得不得了。到大了，又有一些氣得打、愛

得抱，那就是我們剛才唸的聖經，有時候愛，有時候恨，有時候抱，

有時候擁抱。這一切都在時間裏，所以人與人之間有好多的事。

人與物中間也發生很多的事，比如你做件衣服，要到哪兒去

做，要量身體尺寸，又穿又試又改了才合身，後來穿著穿著破了個

洞了，後來就丟掉了，這些事是多得不得了。人與物之間發生很多

事，你煮一鍋飯、燒一壺水、沏個茶都是事。我們中國人說「開門

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都是日常發生的事，所以你與物之間

發生很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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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叫「萬事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

認識 神

所以就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故，人事地物所有的林林總總的

事，我們生下來後每一天不曉得碰到多少事故，你聽見的事故、你

看見的事故、你經歷的事故都對你有影響，看是讓你長見識，聽是

讓你長知識，讓你有學識，但是等這一切你都有了，最要緊的就是

認識 神，把你帶到 神面前，這一切都在 神所預定的美意裏發生。

這些發生的事在你的周邊，在你一生之中影響你、塑造你、教

導你，給你經練，給你學習，除了這個以外， 神還給你記錄下來。

我們上一講說到 神在日光之下把這些都記錄，把我們在光裏頭都記

載下來，預備將來祂審判時用的，要對你這個人在地上一切的事做

一個評判，這個評判就是 神要把你記錄在時間裏，然後 神再尋回

已過發生的事。

為了將來的審判

神在光裏記錄的這些記錄片，用光把你所做的記錄，做成了一

卷、一個光碟、一個記錄，所以聖經裏說「在祂那裏，祂要施行審

判，祂要審判惡人、義人，在祂那裏，各樣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

時」。都在時間的流動（就是光）裏邊統統給我們記錄了。所以我

們人不管說什麼、做什麼、想什麼，或流了多少眼淚， 神那裏都有

記錄，並且比我們所記得的還清楚、還詳細。

你在一個地方會發生許多事，比如你坐下、你起來，你行路、

你躺臥，你到哪兒了，你流離幾處，你幾次流離， 神都給你在時間

裏記錄了。人和地之間發生的故事，比如我們出生地發生什麼事，

後來我們留學到美國又發生什麼事，後來我們就業又回大陸發生什

麼事，這叫在那個地方發生的事件，那個地方上有很多的人，也有

很多的物，當中又發生很多事。這叫地、物、人，然後事。

那些事有的是你親身經歷的，有的是你周邊發生而不是你經歷

的，那叫單純的事，那不是你所參與產生的事，而是別人製造出來

的事故，與你也有影響。比如你今天開車走在高速公路上，忽然間

前邊發生個車禍，這個車禍是別人造出來的事故，結果影響你，害

你塞車塞了一個上午，害你上班都遲到了，你交涉的事都無法準時

弄成，所以這也叫一個「事」的影響。

人在時間中經歷

甚至於印尼發生一個大地震、海嘯，對你也會有影響。一個地

方發生火山爆發，那事故雖不是你當面親身經歷，只是在你周邊發

生，只要那個事故是世界的大事，你也受其影響。比如說美國發生

了911以後，這對大家都影響很大，起碼你出門不方便了，你過檢

查站要被檢查，還要脫鞋子，拿皮帶，哇！這個囉嗦透了。

這個外頭的事影響你了，所以這叫什麼？叫「萬事的時間和理

由」，它都有理由的，「萬事之理，離我甚遠，而且最深，誰能測

透呢？」連所羅門那麼高的智慧，他說「萬事之理，離我甚遠」。

那麼這些事是幹什麼的呢？就是為了磨練我們，所以人必須進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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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一個是物件的物，一個是事務的務、服務的務，萬事萬務都

替我們服務，都是為了造就我們，為使愛 神的人得益處。

基督徒學習參透萬事

今天我要告訴聽道的弟兄姊妹們，只要你愛 神，只要你從心裏

真正地 愛 神，我告訴 你，周邊所發生的任何人、事、地、物都對

你是有益處的。這世界所發生的所有萬事萬務都對你有益處，不管

怎麼變化，那個益處最後是造就你，是成全你，是使你得著那些益

處，所以我們基督徒活在時間裏，應當學一個功課，這個功課叫什

麼呢？叫做「參透萬事」。

這是哥林多前書第二章15節所說的：「屬靈的人參透萬事，卻

沒有一人能參透祂」。所以一個屬靈的人到了一個地步，他在靈裏

頭非常強、非常屬靈，他就把這萬事萬物經歷過的都變成益處還不

說，他把它的原理、原因、互動的關係、影響、最後結果都看出來

了，這是好的。

人生在時間裏

所以我說 神造人，把人放在時間裏這個功能太大了， 神實在

是智慧的 神， 神造就人， 神把人放在時間來，是讓人進入時間受

造就。所以聖經裏不說你生在世上，不那麼說，說什麼呢？說「生

有時，死有時」，說你是生在時間裏。

所以 神先把時間都安排好，然後你一下子進入時間了。所以我

們這個表，第一個就是 神讓人進入時間，看見沒有？月亮、地球、

為什麼呢？祂用光給你「載波」了，把你所有這一切心靈的

波、聲音的波、行動的光、影子裏的波都給你記錄在光裏了。當祂

要審查你、審問你的時候，不用你自己說話，祂把這一段時間裏頭

所記錄的像演電影一樣給你演一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有很多人，他們死了又活過來的一剎那，曾經看見自己一

生所行的事，那就是他在時間裏忽然來個倒片，就在那一剎那間他

把自己過去的事都看了。連他小時侯曾做過的事，現在都忘了，它

都放出來，這就是 神製造時間、設立時間的奇妙。

藉著時間， 神來試驗我們，我們知道一件事情非要時間長一

點才能夠測驗得出來。比如測驗耐力，看看你有多少力量，就叫你

做一個動作，比如說在單杠上叫引體向上，拉杠子，看你能拉多少

下，在一定的時間裏拉多少下。又比如俯地挺身，要你趴在地上，

用兩個胳膊做俯地挺身，你起來，看你多少時間做多少下，它就試

驗你的力量。

時間對人的功用

那麼人的心也是一樣，時間一久你的心就顯露出來了，剛一見

面的時候還不知道你的心意如何。所以 神四十年在曠野帶領以色列

人，為要知道他們心內如何。人在地上幾十年，因為 神給人自由意

志，你可以自由這樣、自由那樣，但是你這個自由意志 神還是要查

一下，看看你是怎們樣，你要把它顯露出來，所以用時間試驗。

所以時間有三個功能，第一個是讓人受經練，第二個做記錄，

第三個做試驗。這三個以外，時間產生的事物，萬事萬務，物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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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就是一代過去，又來一代，都得要這樣經歷，凡事都有定期。

人彼此之間的關係

所住的疆界，還有你幾次流離，那是「地」。「物」就是萬物

都有定時，一切的事物都要發生在時間裏。所以 神給我們到這世界

來，第一個是經歷時間，第二就開始讓你在人裏邊經歷，你要生長

在一個家庭裏。主耶穌說了，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那麼有娶有嫁

就是為了來生你的，假如你的爸爸媽媽不娶不嫁，那我們怎麼生出

來呢，所以這很奇妙。

因此這世界的人要有娶有嫁，然後人就生到時間裏了，呱呱墜

地，我們來了，某年某月某時生了，出生紙都寫好了，或者在醫院

裏，或者在家裏，都要有證明的，你生在時間裏了。然後你就在一

個家庭裏，在這個家庭裏學習順服，最要緊的是學習「作兒子」，

「作一個好兒子」，學習順服，學習孝順，學習管理。家還要管

理，還要學習什麼呢？學習「愛」。要學習怎麼樣跟父母相處、跟

弟兄姐妹相處、跟兒女相處，這最親近的三方面，然後還有朋友，

還有同事，等一下我們再說進入人的制度，與人來接觸，這是先說

家，我們家裏的人。

負面教材

還有社會上一切的人，最後還有國家，還有教會。但是在這裏

邊你經歷的時候還有一個東西你必須得面對它，這也是 神安排的，

這是 神讓我們進入萬事萬務裏頭，叫做反面教育。這「撒但」兩個

太陽這些部位先安排好了，這是安排一個時間，讓人進來。進來以

後， 神就開始按照祂所設計的來塑造你。那麼你假如是完全屬肉體

的，那個魂都不大敬畏 神，你就糊裏糊塗在肉體的情欲中懵懵懂懂

過這一生，糊裏糊塗的。我們說過了，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時候

一到， 神把這所有的物質都不要了，這些物質又變成能力還原了，

那個時候你就懵懵懂懂跟著這些物質一起完了。

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

假如你被 神選上了，作了 神的兒子， 神就藉著這個東西成天

造就你，這個萬事萬物都對你有益處，是按 神旨意被召的人，最大

的益處就是「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

樣」，要藉著這萬事互相效力把你造就成「 神的兒子」，使基督在

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然後這位長子就帶領許多的兒子進到榮耀裏。

這是 神奇妙的設計，但是這個設計是精確調節，互相影響，所

以它裏頭的互動很強，那個微妙的地方真是微妙萬分。兄弟我在屬

靈的追求裏，當我懂了這些事以後，我才知道一草一木、連你呼吸

的空氣、所面對的灰塵都對我們有影響，所以「和其光，同其塵、

挫其銳，解其紛」，這個道的能量， 神設計的這個大道太棒了，所以

我今天把中國古哲學的思想也運用進來解釋，就知道 神太奇妙了。

以賽亞說：「有一子賜給你們，祂的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

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一個人若在時間裏參透萬事，

明白 神的設計，你真是要佩服得五體投地。你不能不敬拜、不能不讚

美。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活在時間裏，要經過人、事、地、物這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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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神旨意的奧秘

一件事有遠因，有近因，有觸發的原因，這些都有好深的東西

可講，可是你經歷中一定要懂得，你能參透，你越屬靈你參透得越

多，叫做參透萬事。在所羅門那個年代，他還有好多事參不透，比

如說：「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遠安置在世人心

裏，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所羅門說參不透到底怎

麼回事？那我們現在因為聖靈來了，聖靈能夠叫人參透萬事，連 神

深奧的事也參透了，哥林多前書第二章說：「 神為人所預備的，是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惟有人藉著聖

靈才能參透，連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

所以當 神的靈來幫助我們讀聖經，這裏一點、那裏一點，我們

就懂了。像兄弟我就是 神的靈幫助讀聖經，這些事都寫在聖經裏，

不過你這裏一點、那裏一點，把它們組合起來，你才可以明白，這 

神的美意原是如此！

神的計劃太好了，這叫「 神預定的美意」，這叫「 神旨意的

奧秘」，也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 神造天地的時候沒有說、

沒有宣佈是怎麼回事，但是祂造完了以後寫了一本「說明書」，就

是聖經。天地萬物都造好了，祂就把聖經啟示出來，藉著歷世歷代

的眾先知慢慢把它啟示出來。我們一讀了，還要有靈的幫助，最要

緊的我想還是要背，像我查經的時候，我查著查著，聖靈就「呼」

把一節聖經在我裏邊像打幻燈片一樣就打出來了。

字，原文就是「對頭」，有正的一面，一定有個反的面， 神要用這

個對頭讓我們知道何為「正」何為「反」。 神讓我們在經歷這「人

事地物」，經歷中好懂得「反」、「正」。懂分別善惡，懂分辨好

歹，懂分辨是非，這都是聖經裏說的。等你這些都懂了，你就長大

成人了，你習練得通達就能分辨好歹了。

神安排預備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這個 神的計劃很奧妙。所以我用這個圖

畫給大家來解釋，這就是什麼呢？這世界裏頭一個特別的東西——

地球，這個地球是 神給我們造的一個受教育的空間，這叫「為人預

備可住之地」，那 神讓我們在這兒多少年呢？ 神有一定的時間給

你，不光有一定的時間， 神給你預備到這地上來活，連材料都給你

預備好了，你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都不要愁， 神都預備了。

所以馬太福音說你不用憂慮，只要你這個人到地上來， 神就全

預備好了，但是主要的到這地上來是讓你學功課，受經練學功課。

祂給你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裏把兒女都教育好了，然後帶到永遠

去，耶穌來到時間裏，祂也成就了 神的計劃，把這些都啟示出來。

這些都是因為耶穌基督的啟示我們才明白，有這世界、那世

界，有這宇宙、那宇宙，人在這宇宙是有娶有嫁、生兒養女，然後

這些兒女就在這世界上，就在萬事萬物中，人事地物中受經練，那

麼他們心竅習練得通達，能夠明白萬事的定理、原因。這「原因」

我還要講很多，以後沒有法子再給大家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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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幫助

我想講，講不過去，那裏有個東西解不開時，那節聖經就出現

了，所以就這樣，「你們要宣讀查考耶和華的書，這都無一缺少，

無一沒有伴偶，因為我的口已經吩咐，祂的靈將它們聚集」。「我

的口」是 神，是 神所吩咐的，「祂的靈」就是當初眾先知寫聖經

的那個靈，那個靈在那些先知裏邊，那個靈就把祂寫的東西聚集起

來。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叫 神「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秘」，我們還

有四講把這些再加以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