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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A、B及 C主題的查經: 如何明白神的旨意1  

小組查經經文：(撒上 13:14; 撒下 7:16 及徒 13:22 及詩 139; 27; 13 篇)  

 

I. 前言 : 大衛被稱為合神心意的人(撒上 13:14; 撒下 7:16 及徒 13:22)，他與主有親密的關係，

在苦難中仍信靠、順服神及祂的心意，這都可以成為我們學習的榜樣。讓我們在日常的生

活中，可以懂得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第八課 A部分 (查考大衛的 27篇詩篇) 

前言經文: 

撒上 13:14  

現在你的王位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

華所吩咐你的。」 

 

撒下 7:16  

你的家和你的國必在我（原文是你）面前永遠堅立。你的國位也必堅定，直到永遠。 

 

徒 13:22  

既廢了掃羅，就選立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

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詩 139:1-18; 23-24 

139: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我。  

139:2 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  

139:3 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139:4 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  

139:5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  

139:6 這樣的知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139:7 我往哪裡去躲避你的靈？我往哪裡逃、躲避你的面？  

139: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裡。  

139:9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  

139:10 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139:11 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為黑夜；  

139:12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見，黑夜卻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139:13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  

139:14 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  

                                                 
1
 參考蘇穎智著。<新生命與新生活>。香港: 全心出版社，2007 年，第二、十一及十二課及盧宏博著。<茁苗>。香港: 天

道出版社，1996 年，頁 91-101。溫偉耀給「神的旨意」簡單的定義是「神希望某個特定的人，在某個時間，做某件事情

(神的心願 God’s Preferable Idea) 」參溫偉耀著。<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香港:基督教卓越使團出版，1998，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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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5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1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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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我被造的肢體

尚未有其一），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139:17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139:18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時候，仍和你同在。 

 

大衛的 139 篇第 17-18 節表示，他深深感到神對他的意念、計劃甚多。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看見

神在我們身上極多、極寶貴的意念、計劃、引導嗎?你能更深體會神與你的相遇，願意與神建立更親

密的關係嗎?你願意像大衛一樣，心靈渴望信靠及順服神? 被神塑造為「合神心意的人」嗎? 

 

Q1. 何謂“合神心意的人”? 2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Acts 13:22)。合神心意的人，要能凡事遵行我的旨意，必需先明白神的旨意，

即或有失足如大衛的跌倒，但仍可靠主的恩典，回轉歸向神。 

A.  要明白神的旨意 / 話語 ( Know God’s Will / Words) 

B. 要遵行神的旨意 / 話語 (Obey God’s Will / Observe God’s Words) 

C. 要回轉神的旨意 / 話語 (Return to God’s Will) 

 

Q2. 檢視你自己是否“合神心意的人”?   

A.  以 0 至 10 分為衡量，10 分為最感到自己是“合神心意的人”，0 分為相反。 

B.  以什麼考慮，作以上分數的評估。 

 

Q3. 尋求明白神旨意的基礎? (從與神關係與對神的心態兩方面看) 

大衛在苦難中，仍努力追求與神有親關係，並且信靠神，順服祂的心意。我們從大衛的 27 及 13 詩篇

學習尋求神旨意的基礎:-- 

(1). 大衛與神有親密關係為基礎 (詩 27 篇)及 (2). 大衛的心態對神有信靠順服 (詩 13 篇) 

 

第八課查經 A部分:明白神旨意的基礎-與神有親密關係(詩 27篇) 

 (1)大衛與神有親密關係為基礎 (詩 27: 1-14) 
27:1  （大衛的詩。）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或

譯：力量），我還懼誰呢？  

27:2  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  

27:3  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害怕；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我必仍舊安穩。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問。  

                                                 
2
 2017 年 9 月 21 日提摩太團契大組分享的共識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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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裡，把我藏在他帳幕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

磐石上。  

27:6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帳幕裡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27:7   耶和華啊，我用聲音呼籲的時候，求你垂聽；並求你憐恤我，應允我。  

27: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27:9  不要向我掩面。不要發怒趕逐僕人，你向來是幫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丟掉我，也不要

離棄我。  

27:10 我父母離棄我，耶和華必收留我。  

27: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敵的緣故引導我走平坦的路。  

27:12 求你不要把我交給敵人，遂其所願；因為妄作見證的和口吐凶言的，起來攻擊我。  

27:13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見耶和華的恩惠，就早已喪膽了。  

27:14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  

 

化冰分享： 

Q1. 今日你在尋找什麼？ 

(1) 為什麼這問題的重要，因為你在尋找什麼？決定你會看到什麼？例如: 你若在韓國尋找整

容?(便可見到很多整容院)。你若在韓國尋找教會？(便可見到很多教會)。若你家中有兒童，

正尋找兒童遊樂場？(那你有留意見到有沒有兒童遊樂場)。你在尋找什麼？會決定你看到什

麼？ 

(2) 你的心中尋找什麼？決定你會見什麼？不見什麼？你的“心”決定一切，甚或你的“心”決

定你會成為甚麼人。你尋找耶穌，學祂樣式，按祂的旨意生活，那可令你更似主耶穌，作主

門徒。 

 

查考經文:  

Q1. 我們可以怎樣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聆聽及進深明白祂的心意? (詩 27:4) : 

有四個標記著大衛一生追求與祂親密關係，成為明白神的旨意的基礎 

 

(1) 與神親密的關係界定了生命的目的 ?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

在他的殿裡求問。  

 

(2) 與神親密的關係界定了我們對生命的追求?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 

 

(3) 與神親密的關係界定了生命關注的焦點? 

27:4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 

 

(4) 與神親密的關係界定了生命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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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清晰界定的熱愛（焦點）：“在耶和華的殿裡，瞻仰他的榮美” 

27:4 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求問。 

 

Q2. 大衛對神是什麼的看法，祂的形象是怎樣 (詩 27:1) ? 

 

Q3. 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有什麼真理的原則 (詩 27:8) ? 

(1) 神好喜歡與人建立親密關係，這是合乎祂的心意（詩 27:8） 

v.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2) 與神親密，是神賜予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凡願意的，也可得蒙神的救恩，成為神的兒女， 

    自然可與神建立親密關係 (詩 27:8; 參提前 2:4) 

 

(3) 與神親密，在生活上是需要信靠神，及順服祂的心意，不是單單靠 “靈修及讀經的時間” 

 

(4) 與神親密，帶來愛的救贖-----會發生在利他人上（非單為己、利己的自我中心生活） 

 

總結:  

* 若你落在人生的低谷困難之中，神是知道及掌管的 (詩 27:1-14) 

(i) 神知道（God’s know）; (ii) 神關顧（God’s care）;  (iii) 神引導（God’s guide）; 

(iv) 神供應（God’s provide）; (v) 神掌管（God’s control）; (vi) 神幫助 (God’s help) 

 

實踐應用; 

(1) 今天你尋求什麼？主的心是邀請你信靠祂，與祂親近，這乃是愛你的主想你尋求的（詩 27:8） 

(2) 你在追求什麼？你見到什麼？你仍繼續追求什麼？你是否正在尋求神自己?常在日常生活著意留心

祂的作為及足跡? 

(3) 你的思想、情感、金錢及時間的運用、生活的抉擇等，能否真實反映你真實在追求與神有親密的

關係?若你真的以祂為一生的尋求，你最終可能更似恩主，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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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查經 B部分:明白神旨意的心態-對神有信靠順服(詩 13:1-6) 

 (2)大衛尋求神旨意的過程，有信靠順服(詩 13:1-6) 
13:1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要到永遠嗎？你掩面不顧我要

到幾時呢？  

13:2  我心裡籌算，終日愁苦，要到幾時呢？我的仇敵升高壓制我，要到幾時呢？  

13:3  耶和華─我的神啊，求你看顧我，應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  

13:4  免得我的仇敵說：我勝了他；免得我的敵人在我搖動的時候喜樂。  

13:5  但我倚靠你的慈愛；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樂。  

13:6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  

 

 

Q1. v.1-2 有多次表達「要到幾時呢？」的句子，表示什麼?  

 

 

Q2. 詩 13:1-6 是一篇個人的哀歌，看似怨言，心卻是緊緊跟隨神。對於大衛的禱告，你的感覺是怎

樣? 

 

 

Q3. 大衛說，神真的是很慢的，沒有行動 (詩 13:1-2)，你的看法呢？  

 

 

Q4. 大衛面對困難，或有真想過放棄；能不放棄，只因為……13:5-6  

 

 

總結與應用: 

在苦難中，大衛尋找神的旨意的過程中，我們有什麼心態上及言行上的學習? (大衛以 5 “T” ) 

(1) 直白開聲的表達 Talk  (v.1-2) 

(2) 真情流露的溝通 Tear  (v.1-2) 

(3) 需要時間的等候 Time  (v.1-4) 

(4) 信靠恩主的屬性 Trust  (v.5-6) 但…….對神有信靠 

(5) 感恩頌讚的回應 Thanksgiving (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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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C部分的實踐性查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具體指引) 

 

化冰分享： 

在你日常生活中，重大的抉擇，你可有把握明白神的心意的作決定嗎? 

 

Q1. 信徒為什麼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神對每一個信徒一生的心意或計劃。神安排了你一生的日子，計劃了你一生的路程。

你行在神的計劃中，按祂的心意生活，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了(詩 139 篇)，明白神的旨意是一個過程，

需要有時間去明白祂的心意(詩 27 及詩 13 篇)。神的旨意並非高深莫測的理論，而是與你息息相關的

週遭事物。 

 

為甚麼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你要先明白神的旨意是甚麼，你才會知道怎樣遵行神的旨意。基督徒遵行神的旨意，是他的基督徒生

活中最重要的事── 

 

1. 這關係到神的救贖的目的：神救贖你，為的是要你「行善，就是神所______(預先安排)」叫你行

的(弗 2：10)。神早已預先安排你的一生；神說祂的安排是「善」的。 

2. 這關係到你的人生的方向：你信靠神，就是把你的一生交託祂，以祂的旨意作為你人生的目標。

你不再為自己活，而是為主而活（林後 5：15；加 2:20）。 

 

Q2. 神的旨意有那些類別? 

大部份信徒對尋求神的旨意毫無把握，內心只充滿推測、混亂與困惑。所以信徒實在需要有原則地認

識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中有三類:  

1 神權能性的旨意 :  

2 神道德性的旨意 :  

3 神對個人性的旨意 :  

 

Q3. 真的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嗎？ 

神既然願意你按祂的旨意而生活，祂的旨意一定是你可以明白的。 

1. 這是神的命令： 

 「要________主的旨意如何。」(弗 5:17 )既是一個命令，就表示 ── 

  神真願意人明白他的旨意：不然就是騙人的 

 你真是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不然就沒有意義。 

 

2. 這是神的應許：「我要教導你，指示你_____________，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詩 32:8) 

既是一個應許，就表示──神一定會叫你明白他的旨意你一定會明白祂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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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是神的工作：「因為你們________、________，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腓 2:13 ) 既是神的工作，就表示── 

 那不只是神的理論，祂也實行 

 那不只是你在努力，神也動工 

  

一些基本的「神的旨意」（用線把相關的經文連起來） 

1. 生活要聖潔，遠避淫行     帖前 5 : 16  

2. 常常喜樂        帖前 5 : 17 

3. 不住禱告        帖前 5 : 18 

4. 凡事謝恩        彼前 4 : 19  

5. 寧可為主受苦       帖前 4 : 3  

 

除了這些基本的原則外，神更願意引導你生活中每一方面的抉擇。明白神的旨意的條件很簡單的一個

條件：「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雅 4:8 ) 但這個「親近神」卻包括了幾方面── 

1. 生活上：把自己作活祭獻給神，過聖潔、討神喜悅的生活；不作糊塗人，不效法世界。  

2. 知識上：努力多方面追求明白神的話。  

3. 態度上：順服遵行神的帶領。不要先自我決定，然後要神照辦。同時，神不會一下子叫你 

 

 明白你一生中的每一件事情，祂會逐步叫你明白。這須要你肯順服。 

聖經不但說「要明白神的旨意」，更經常說明白神「要遵行神的旨意」。 

 

Q4. 如何明白神的心意? (怎樣察驗神的心意?有那些原則?) 

(1) 一些察驗神心意的基要生活原則?  

1 林前 10:31『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2 林前 10:23-24『23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24無論何人，不要

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3 林前 6:19-20『
19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

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20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4 林前 6: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行，但無論哪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經文 門徒生活原則是什麼？ 是何意思？ 

1 林前 10:31   

2 林前 10:24-24   

3 林前 6:19-20   

4 林前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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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對個人旨意的察驗原則?  

弗 5:17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弗 5:18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 

 

1. 明白神對個人旨意的基本心態:  

(A) 憑信謙卑的態度 (來十一 6，尋求神旨意的態度) 

來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神的喜悅；因為到 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 神，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 

 

(B) 順服主權的帶領 (太六 33) 

太 6:33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選擇 A 選擇 B 選擇 C   選擇 D 

檢視順服的方法 :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擺平分析及禱

告」3
 

        

 

神並沒有局限自己只用獨一的方法來顯明祂的旨意。你用以明白神旨意的方法，也就是學習明白/察

驗祂向你/妳顯明旨意的原則： 

(1)  聖經的原則── 

 (2). 當時的環境── 

 (3). 別人的意見── 

 (4). 行動的動機── 

 (5). 聖靈的感動── 

 (6). 自己的能力── 

 (7). 行動的後果── 

 (8). 內心的平安── 

 (9). 其他的引導── 

 (10).一致的引導── 

                                                 
3
 溫偉耀著。<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香港:基督教卓越使團出版，1998，頁 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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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圖表是要幫助你按步的來分析你的問題，從而明白神的旨意： 

 

我的問題 

 

與聖經原則吻合嗎 

   

是 否 聖經沒明言 不清楚  

   

找相關的原則 

 

沒衝突  衝突  不清楚 

                 

 

                

當 

時 

的 

環 

境 

別

人

的

意

見 

行

動

的

動

機 

聖

靈

的

感

動 

自

己

的

能

力 

行

動

的

後

果 

內

心

的

平

安 

其 

他 

的 

引 

導 

  

以禱告的心 

運用屬天的智慧，以及常識 

加以反省分析 

 

                                                我的決定 

                                                   ∣ 

 

 

 

 

 

     
 憑信心相信 

        是神的旨意 

 

             實行 

先去弄清楚 

再去弄清楚 

合聖經原則嗎 心裏平安嗎 

(外證) (內證) 

否 是 是 否 

再
去
思
想
等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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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建議你把所分析的資料寫下來，這能幫助你更客觀和有條理的去尋求神的旨意，同時能使你更有

確信心，知道那實在是神的旨意： 

 

我的問題 ?  選擇解決的方案有 A、B、C、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 A 方案 選擇 B 方案 選擇 C 方案   選擇 D 方案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優點 缺點 

1. 聖經的原則         

2. 當時的環境         

3. 別人的意見         

4. 行動的動機         

5. 聖靈的感動         

6. 自己的能力         

7. 行動的後果         

8. 內心的平安         

9. 其他的引導         

10.一致的引導         

         

 

憑著信心我相信神的旨意是選擇 (   _ 方案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即使在 (一) 察驗神的旨意表: 已有某個選擇全是亮綠燈，正面的情況，但要考慮

神的心意---什麼是成熟的時間去行動(例如: 摩西不等神成熟的時間呼召行動，私自行事及

掃羅不等神心意的時間，自行獻祭)，故要以下 : - (二)神的旨意成熟時間?是怎樣察驗明白

的?。 

 

 

 

(二) 神的旨意成熟時間?是怎樣察驗明白的? 

可以按著上文 1 的 10 個原則指引作察驗神旨意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