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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帝允許人做計劃 ─ 要運籌帷幄
十六1

心中的謀算在乎人；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

人心裡想的，嘴巴很容易就說出來，
我們心裡謀劃，舌頭卻受上帝約束。
上帝沒有反對我們成為一個做計劃的人 ─
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
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廿一5

你要在外頭預備工料，
在田間辦理整齊，然後建造房屋。

廿四27

當從事一件事情之前，需要先做好預備的工作，
當從事
件事情之前，需要先做好預備的工作，
 學習殷勤籌劃，絕對比行事急躁來得好
 建造房屋，也必須先預備好工料
建造房屋，也必須先預備好工料、空地，
空地，
免得流於空想

新約聖經主耶穌做過類似的教導 路十四28-32 ─
有誰蓋 座樓 不先坐下算計花費 能否蓋成呢？
有誰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否蓋成呢？
哪一個王帶兵打仗，不先坐下酌量，
能否用一萬人去敵擋兩萬人的軍隊呢？
跟隨耶穌的人，也必須付上代價，背起十架跟隨主 ─
在跟隨主之前必須先有所預備，知道這不是一條易路。
基督徒在行事前學習深思熟慮，而且行前妥善規劃，
是上帝所允許的
 如果有謀士參與，計劃成就的機會就更高…


無智謀，民就敗落；謀士多，人便安居。
不先商議，所謀無效；謀士眾多，所謀乃成。
不先商議
所謀無效；謀士眾多 所謀乃成
廿四 你去打仗，要憑智謀；謀士眾多，人便得勝。
廿四60
十一14
十五22
十五

主要描述國家事務及戰略之間的運用，
我們需要有智慧來參與策略提供、沙盤演練。

在個人尋求未來的計劃實踐上也是如此 ─
學習謹慎籌劃 尋求智慧人的忠告 不任意妄為
學習謹慎籌劃、尋求智慧人的忠告、不任意妄為，
可以使我們減少無謂的碰撞與損失。
自古以來，軍事將領身旁的軍師，
協助運籌帷幄
 在籌劃過程，有良師益友提供建議、教導，
幫 我們少走 冤 路
也可以幫助我們少走些冤枉路


2. 要學習信靠交托
一個敬畏上帝的人是 懂得三思而後行，
不行事急躁，願意虛心聽取他人的建議。
敬畏上帝的人也應當了解 ─
在一切謀算當中，願意把一些空間保留給上帝來介入
在
切謀算當中 願意把 些空間保留給上帝來介入
 歡迎上帝，隨時來介入與改變我們的計劃
單單的渴望 ─ 遵主的旨意而行。


然而，謀事在人，成事卻在天…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 正直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華
你所做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十六2-3

廿七1 不要為明日自誇，

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我們可以有計劃、謀算，
但還是要謙卑的把 切結果
但還是要謙卑的把一切結果，
交托給掌權的主。

上帝比我們還了解我們自己，
所 我們 的
所以我們做的一切要學習交托給上帝，
要學習交托
帝
祂知道一切，我們隨時要謙卑的接受祂的介入、指正。

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二十24 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十九21

保羅有自己的計劃和打算，
但他隨時隨地的仰望上帝，
在他接下來計劃當中進一步的帶領；
仰望上帝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份…

腳雖然長在人的腿上，
但在達到希望目標，過程中會走幾步路，
乃至一生歲月會走多少步伐，
不是用計步器就可以數算的。
即使是與神關係親密的屬靈人，在一生的道路中，
 除了謹慎規劃
 必須持續操練謙卑仰望主的帶領

保羅是 被聖靈大大充滿的人，
擁有許多屬靈上的恩賜，
擁有許多屬靈上的恩賜
但在他一生的服事計劃、宣教旅程中，
依然要隨時隨地小心察驗 ─
何為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展開第二次宣教旅程時，上帝改了他預定的跑道
展開第二次宣教旅程時
上帝改了他預定的跑道 ─
看見馬其頓的異象，促成福音傳入歐洲劃時代的里程

 羅馬書十五章

對羅馬信徒談到當時的計劃 ─

希望到西班牙宣教，路過羅馬、探訪教會…
他把這份渴望與打算，
禱告交托給上帝，交給上帝來帶領
 哥林多前書十六章 在以弗所寫信給哥林多教會信徒

─

期待能跟他們一起過冬，只是以弗所還有未完的工作，
期待能跟他們
起過冬 只是以弗所還有未完的工作
同樣把探訪哥林多教會的計劃，交托給上帝來帶領

當保羅還是法利賽人掃羅時，目睹司提反
為堅持信耶穌的緣故 被暴民用石頭打死
為堅持信耶穌的緣故，被暴民用石頭打死，
當時他心裡非常喜悅、幸災樂禍的態度。
哪知在這之後不久，
他在大馬色的路上看到一道光，
聽到令他渾身顫慄的聲音 ─ 復活的耶穌對他說話，
從此他生命的跑道經歷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他竟成了他最討厭的那群基督徒當中的一份子，
甚至成為領袖、被上帝大大使用的宣教士。

3. 要敬畏上帝的主權
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
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日子所造。

十六4

這話非常令人震撼！
造義
造
讓人聯想 ─ 上帝造義人，也造惡人。
那麼惡人為何要受審判呢？
因為他的存在也是上帝所命定的。
為 的存在 是 帝所命定的
如果猶大賣主是上帝預知命定，他才是真正的代罪羔羊，
他被挑中去承擔出賣耶穌的歷史宿命 最後選擇自殺
他被挑中去承擔出賣耶穌的歷史宿命，最後選擇自殺。

人算不如天算，

看這段經文，不該做這樣的解釋，別忘了…
† 上帝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
† 神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
† 耶穌的救恩之門為罪人敞開，人人都可進來
有些人卻選擇悖逆、拒絕，成為上帝眼中的惡人。

從保羅 生屬靈經歷可以看到 ─
從保羅一生屬靈經歷可以看到
 上帝如何改變他的生命
 在保羅預設的人生跑道中，
給他適當的轉彎、帶給他進入新的里程

柯美紐斯 ─

16:5 凡心裡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雖然連手，他必不免受罰。
16 6 因憐憫誠實，罪孽得贖；敬畏耶和華的，遠離惡事。
16:6
因憐憫誠實 罪孽得贖；敬畏耶和華的 遠離惡事

影響近代教育的教育家，是牧師、神學家
影響近代教育的教育家
是牧師 神學家
 生長在十七世紀的捷克，
天主教 基督教對立的時代
天主教、基督教對立的時代
 政治立場導致當政者逼迫、
他家破人亡
家破


16:7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使他的仇敵與他和好。
16:8 多有財利
多有財利，行事不義，不如少有財利，行事公義。
行事不義 不如少有財利 行事公義
16:9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16:10 王的嘴中有神語，審判之時，他的口必不差錯。
16:11 公道的天平和秤都屬耶和華；囊中一切法碼都為他所定。
16:12 作惡，為王所憎惡，因國位是靠公義堅立。
16 13 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說正直話的，為王所喜愛。
16:13
公義的嘴為王所喜悅；說正直話的 為王所喜愛

耶和華上帝憑公義審判惡人，但喜悅並祝福義人
 敬畏耶和華的人會遠離惡事，但悖逆作惡的，
他的惡行也會成為上帝成就祂旨意的一個管道


如同上帝可以使用猶大賣耶穌的事，
上帝沒有攔阻猶大去做惡，
卻使用他所行的惡去成全一件美事。

他開始畫祖國的地圖，寫屬靈書籍、教育著作，
把基督教的精神灌注在國民教育當中，
期待透過教育潛移默化，帶給國家社會更多的和平


心理認知學者皮亞傑稱他是國際教育使徒



教科文聯合國組織頒發
教科文聯合國組織
發
對全世界教育最有貢獻的人，
那枚勳章就叫柯美紐斯勳章…

上帝透過一連串惡人興起的苦難，
 塑造了柯美紐斯不平凡的一生，
塑造了柯美紐斯不平凡的 生
使他在生命的曠野中展翅翱翔，愈飛愈高
 惡人驅逐他離開國家，他流離失所，
惡人驅逐他離開國家 他流離失所
到不同歐洲國家流浪的過程中，
編寫以聖經為根基的教材，
編寫以聖經為根基的教材
幫助歐洲不同國家的學子們

柯美紐斯過世前，有一段話提到人的道路跟上帝的旨意 ─
上帝若不建造，祂就不會拆毀，祂使一切都變成新的。
上帝知道祂所做的，我們必須要信任祂，
帝 道
我
接受祂的拆毀，再按祂的意旨建造。
祂不會盲目行事 在 切事情的背後 都有祂偉大的計畫
祂不會盲目行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後，都有祂偉大的計畫。
因此，不管我們是否明白祂的作為，
一切受造之物都當順服上帝的旨意。
切受造之物都當順服上帝的旨意。
祂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不需要我們作祂的策士。

他的故事很像舊約中的耶利米 ─
 蒙召、被上帝使用，一生活在苦難裡
蒙召 被上帝使用
生活在苦難裡
 苦難塑造了生命裡非常美的品質，
不斷焠煉出生命最美的部份 為神所使用
不斷焠煉出生命最美的部份，為神所使用
有時我們不曉得 ─
為何上帝允許這些事情發生？
身旁有一些人來逼迫、中傷、毀謗、敵擋我？
上帝會用苦難做為化妝的祝福，
帶給祂子民行在上帝的旨意當中、雕塑我們。

柯美紐斯萬萬沒想到 ─
因流離失所，反成為世界公民，
成為偉大的教育家，影響後來歐美的教育。
天下雜誌曾特別報導他的教育理念，
一直到今天都還非常的適用。

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
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和華。

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廿一30-31

上帝的主權，超過人的計劃、謀算
 神的引導會幫助籌劃的人經歷得勝
如果人要抗拒上帝的旨意，那是行不通的。


保羅在大馬色遇到大光，保羅反問他是誰，這聲音回答他 ─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穌，然後說了一句話，
徒 26:14b 「掃羅！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初代教父奧古斯丁、英國大文豪魯益師，
都曾想用腳踢刺 ─ 抗拒上帝的呼召跟旨意…
但至終無法抗拒上帝在他們生命中的召喚，
最後降服上帝的手中，才得享安息。
上帝是窯匠、我們是泥土，神按祂的心意雕塑、煉淨我們，
我們在祂手中成為貴重的器皿，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賽五五9

上帝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人末後有指望，顯出上帝的主權超越人的能力
 神主權顯在祂兒女的身上都是美好的
即使現在不懂，但假以時日，我們相信 ─
顯明出來的結果，絕對是神的塑造、美意在我們身上。
人並不是不能籌算，而是要學習謙卑順服神的帶領，
容許生命的每 刻都能夠有祂的同行
容許生命的每一刻都能夠有祂的同行。
預備、安排
十六9

人心籌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我們籌劃，但道路行走的過程、經歷的一切，
都交給上帝親自引導、安排，結果也交給祂來帶領。

十七世紀勞倫斯弟兄的禱詞 ─
我一生都不怕你的旨意管束我，因為你就是愛，
你的旨意就是你愛的意念。
凡是你的旨意，禍患都是福樂；凡不是你的旨意，福樂都是禍患。
你的旨意總是盡善盡美的。
主啊，我總要在你的旨意當中；我不要在你旨意之外，求你保守。
啊 我總要在 的旨意當中 我 要在 旨意之外 求你保守
我總求你管理我，我只要在你的美意中。
我這樣求並非為著我的安全與幸福，乃是為著愛你、討你喜悅。
主啊，關乎我的事都在你手中，我和我一切所有的，都交你來管理；
隨你怎樣引導我，或者快樂，或者痛苦，或者黑夜，或者白日，
只要你看怎樣好就怎樣，因為我不必擔心，不必害怕，
樣
樣
為我
害
我知道我父親的手不肯給他的孩子流一滴不必要的眼淚。
主啊，我是你的，你要我怎樣就怎樣，安排我在哪里就在哪里，
主啊
我是你的 你要我怎樣就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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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先尋求你的旨意對待我怎樣，
我乃是先把我獻在你面前，隨你的美意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