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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帝允许人做计划 ─ 要运筹帷幄
十六1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人心里想的，嘴巴很容易就说出来，
人心里想的
嘴巴很容易就说出来
我们心里谋划，舌头却受上帝约束。
上帝没有反对我们成为一个做计划的人 ─
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廿一5

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
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

廿四27

当从事 件事情之前，需要先做好预备的工作，
当从事一件事情之前
需要先做好预备的工作
 学习殷勤筹划，绝对比行事急躁来得好
 建造房屋，也必须先预备好工料、空地，
建造房屋 也必须先预备好工料 空地
免得流于空想

新约圣经主耶稣做过类似的教导 路十四28-32 ─
有谁盖 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否盖成呢？
有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否盖成呢？
哪一个王带兵打仗，不先坐下酌量，
能否用 万人去敌挡两万人的军队呢？
能否用一万人去敌挡两万人的军队呢？
跟随耶稣的人，也必须付上代价，背起十架跟随主 ─
在跟随主之前必须先有所预备 知道这不是一条易路
在跟随主之前必须先有所预备，知道这不是一条易路。
基督徒在行事前学习深思熟虑，而且行前妥善规划，
是上帝所允许的
 如果有谋士参与，计划成就的机会就更高…


无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
十五22 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乃成。
十五
廿四60 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
廿四
十一14

主要描述国家事务及战略之间的运用
主要描述国家事务及战略之间的运用，
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参与策略提供、沙盘演练。

在个人寻求未来的计划实践上也是如此 ─
学习谨慎筹划 寻求智慧人的忠告 不任意妄为
学习谨慎筹划、寻求智慧人的忠告、不任意妄为，
可以使我们减少无谓的碰撞与损失。
自古以来，军事将领身旁的军师，
协助运筹帷幄
 在筹划过程，有良师益友提供建议、教导，
也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些冤枉路


2. 要学习信靠交托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懂得三思而后行，
不行事急躁，愿意虚心听取他人的建议。
敬畏上帝的人也应当了解 ─
在一切谋算当中，愿意把一些空间保留给上帝来介入
在
切谋算当中，愿意把 些空间保留给上帝来介入
 欢迎上帝，随时来介入与改变我们的计划
单单的渴望 ─遵主的旨意而行。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正直
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惟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却在天…

十六2-3

廿七1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我们可以有计划、谋算，
但还是要谦卑的把 切结果，
但还是要谦卑的把一切结果
交托给掌权的主。

上帝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做的 切要学习交托给上帝，
所以我们做的一切要学习交托给上帝，
他知道一切，我们随时要谦卑的接受他的介入、指正。

人心多有计谋；惟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
二十24 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保罗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

十九21

但他随时随地的仰望上帝，
仰望上帝
在他接下来计划当中进一步的带领；
仰望上帝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份…

脚虽然长在人的腿上，
但在达到希望目标，过程中会走几步路，
乃至一生岁月会走多少步伐，
不是用计步器就可以数算的。
即使是与神关系亲密的属灵人，在一生的道路中，
 除了谨慎规划
 必须持续操练谦卑仰望主的带领

保罗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
拥有许多属灵上的恩赐
拥有许多属灵上的恩赐，
但在他一生的服事计划、宣教旅程中，
依然要随时随地小心察验 ─
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时，上帝改了他预定的跑道
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时
上帝改了他预定的跑道 ─
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促成福音传入欧洲划时代的里程

 罗马书十五章

对罗马信徒谈到当时的计划 ─

希望到西班牙宣教，路过罗马、探访教会…
他把这份渴望与打算，
祷告交托给上帝，交给上帝来带领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在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信徒

─

期待能跟他们 起过冬，只是以弗所还有未完的工作，
期待能跟他们一起过冬
只是以弗所还有未完的工作
同样把探访哥林多教会的计划，交托给上帝来带领

当保罗还是法利赛人扫罗时，目睹司提反
为坚持信耶稣的缘故 被暴民用石头打死
为坚持信耶稣的缘故，被暴民用石头打死，
当时他心里非常喜悦、幸灾乐祸的态度。
哪知在这之后不久，
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到一道光，
听到令他浑身颤栗的声音 ─ 复活的耶稣对他说话，
从此他生命的跑道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他竟成了他最讨厌的那群基督徒当中的一份子，
甚至成为领袖、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宣教士。

3. 要敬畏上帝的主权
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十六4

这话非常令人震撼！
让人联想 ─上帝造义人，也造恶人。
帝造义人，也造恶人。
那么恶人为何要受审判呢？
因为他的存在也是上帝所命定的。
如果犹大卖主是上帝预知命定，他才是真正的代罪羔羊，
他被挑中去承担出卖耶稣的历史宿命，最后选择自杀。

人算不如天算，

看这段经文，不该做这样的解释，别忘了…
† 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上帝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 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
† 耶稣的救恩之门为罪人敞开，人人都可进来
耶稣的救恩之门为罪人敞开 人人都可进来
有些人却选择悖逆、拒绝，成为上帝眼中的恶人。

从保罗 生属灵经历可以看到 ─
从保罗一生属灵经历可以看到
 上帝如何改变他的生命
 在保罗预设的人生跑道中，
在保罗预设的人生跑道中
给他适当的转弯、带给他进入新的里程

柯美纽斯 ─

16:5 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连手，他必不免受罚。
16 6 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16:6
因怜悯诚实 罪孽得赎 敬畏耶和华的 远离恶事

影响近代教育的教育家，是牧师、神学家
影响近代教育的教育家
是牧师 神学家
 生长在十七世纪的捷克，
天主教、基督教对立的时代
主教 基督教对 的时代
 政治立场导致当政者逼迫、
他家破人亡


16: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
16:8 多有财利，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利，行事公义。
16:9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16:10 王的嘴中有神语，审判之时，他的口必不差错。
16:11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属耶和华；囊中一切法码都为他所定。
16:12 作恶，为王所憎恶，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
16 13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
16:13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话的 为王所喜爱

耶和华上帝凭公义审判恶人，但喜悦并祝福义人
 敬畏耶和华的人会远离恶事，但悖逆作恶的，
他的恶行也会成为上帝成就他旨意的一个管道


如同上帝可以使用犹大卖耶稣的事，
上帝没有拦阻犹大去做恶，
上帝没有拦阻犹大去做恶
却使用他所行的恶去成全一件美事。

他开始画祖国的地图，写属灵书籍、教育著作，
他开始画祖国的地图
写属灵书籍 教育著作
把基督教的精神灌注在国民教育当中，
期待透过教育潜移默化 带给国家社会更多的和平
期待透过教育潜移默化，带给国家社会更多的和平


心理认知学者皮亚杰称他是国际教育使徒



教科文联合国组织颁发
对全世界教育最有贡献的人，
那枚勋章就叫柯美纽斯勋章
纽
章…

上帝透过一连串恶人兴起的苦难，
 塑造了柯美纽斯不平凡的一生，
塑造了柯美纽斯不平凡的 生
使他在生命的旷野中展翅翱翔，愈飞愈高
 恶人驱逐他离开国家，他流离失所，
恶人驱逐他离开国家 他流离失所
到不同欧洲国家流浪的过程中，
编写以圣经为根基的教材，
编写以圣经为根基的教材
帮助欧洲不同国家的学子们

他的故事很像旧约中的耶利米 ─
 蒙召、被上帝使用，一生活在苦难里
蒙召 被上帝使用
生活在苦难里
 苦难塑造了生命里非常美的品质，
不断焠炼出生命最美的部份 为神所使用
不断焠炼出生命最美的部份，为神所使用
有时我们不晓得 ─
为何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身旁有一些人来逼迫、中伤、毁谤、敌挡我？
上帝会用苦难做为化妆的祝福，
带给他子民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雕塑我们。

柯美纽斯过世前，有一段话提到人的道路跟上帝的旨意 ─
上帝若不建造，他就不会拆毁，他使一切都变成新的。
上帝知道他所做的，我们必须要信任他，
接受他的拆毁，再按他的意旨建造。
他不会盲目行事 在 切事情的背后 都有他伟大的计画
他不会盲目行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他伟大的计画。
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明白他的作为，
一切受造之物都当顺服上帝的旨意。
切受造之物都当顺服上帝的旨意
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不需要我们作他的策士。

柯美纽斯万万没想到 ─
因流离失所，反成为世界公民，
因流离失所
反成为世界公民
成为伟大的教育家，影响后来欧美的教育。
天下杂志曾特别报导他的教育理念，
天下杂志曾特别报导他的教育理念
一直到今天都还非常的适用。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敌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廿一30-31

上帝的主权，超过人的计划、谋算
 神的引导会帮助筹划的人经历得胜
如果人要抗拒上帝的旨意，那是行不通的。
保罗在大马色遇到大光，保罗反问他是谁，这声音回答他 ─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然后说了一句话，
徒26:14b 「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初代教父奥古斯丁、英国大文豪鲁益师，
初代教父奥古斯丁
英国大文豪鲁益师
都曾想用脚踢刺 ─ 抗拒上帝的呼召跟旨意…
但至终无法抗拒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召唤，
但至终无法抗拒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召唤
最后降服上帝的手中，才得享安息。
上帝是窑匠 我们是泥土 神按他的心意雕塑 炼净我们
上帝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神按他的心意雕塑、炼净我们，
我们在他手中成为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赛五五9

上帝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人末后有指望，显出上帝的主权超越人的能力
 神主权显在他儿女的身上都是美好的
即使现在不懂，但假以时日，我们相信 ─
显明出来的结果，绝对是神的塑造、美意在我们身上。
人并不是不能筹算，而是要学习谦卑顺服神的带领，
容许生命的每 刻都能够有他的同行。
容许生命的每一刻都能够有他的同行
预备、安排
十六9

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们筹划，但道路行走的过程、经历的
我们筹划
但道路行走的过程 经历的一切
切，
都交给上帝亲自引导、安排，结果也交给他来带领。

十七世纪劳伦斯弟兄的祷词 ─
我一生都不怕你的旨意管束我，因为你就是爱，
我
生都不怕你的旨意管束我 因为你就是爱
你的旨意就是你爱的意念。
凡是你的旨意 祸患都是福乐；凡不是你的旨意 福乐都是祸患
凡是你的旨意，祸患都是福乐；凡不是你的旨意，福乐都是祸患。
你的旨意总是尽善尽美的。
主啊，我总要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不要在你旨意之外，求你保守。
，
；
，求你保守
我总求你管理我，我只要在你的美意中。
我这样求并非为着我的安全与幸福，乃是为着爱你、讨你喜悦。
主啊，关乎我的事都在你手中，我和我一切所有的，都交你来管理；
随你怎样引导我，或者快乐，或者痛苦，或者黑夜，或者白日，
只要你看怎样好就怎样 因为我不必担心 不必害怕
只要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因为我不必担心，不必害怕，
我知道我父亲的手不肯给他的孩子流一滴不必要的眼泪。
主啊，我是你的，你要我怎样就怎样，安排我在哪里就在哪里，
主啊
我是你的 你要我怎样就怎样 安排我在哪里就在哪里
你要用我就用我，你不想用我就不要用我。
我不是先寻求你的旨意对待我怎样，
我不是先寻求你的旨意对待我怎样
我乃是先把我献在你面前，随你的美意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