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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我错过神的计划了吗？ 
  …生活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 

遵行神的旨意有时候很顺利（愉快），有时候却很困
难，亚伯拉罕就曾经面对过困难的时刻。 

神曾应许亚伯拉罕成大国之父，但是过去了一年又一
年还没有实现。亚伯拉罕和撒拉带来神的应许和神所安排
的计划的结果令人心痛。后来神又再次对亚伯拉罕说话，
并提醒他神的应许。 后，这应许因以撒奇迹的诞生实现
了。但是，亚伯拉罕的试炼并没有就此结束。 

几年后，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爱子以撒献在摩利亚
山。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亚伯拉罕在情感、环境和私人欲
望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挑战。他面对这个挑战，顺服了神
的旨意，因而经历到一个伟大的神迹：神预备了一只公羊
做以撒的代替品(创世记 22：1-19 )。 

或许你正面临类似的挑战，或许神也正利用你生命中
的某些环境来试验你的信心。我们将在本课中学到环境与
神对我们的计划有密切的联系。当你学习的时候，会发现
神会使用环境，使祂对你生命的计划得以成就。 

本课中你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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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产生问题 
环境能够试验我们的信心 

    环境能够训练我们 
    环境能够激励我们 

 

本课将帮助你... 

    提出神允许我们经历困难和反对的理由。 
    说明为什么当我们努力要遵行神对我们的计划时就

有困难产生。 
    描述我们能从所经历的困难获得的价值和益处。 

环境产生问题 

有时候神的旨意似乎被环境肯定，也有些时候眼前的
环境要行出神的旨意却非常困难。困难是否意味着我们没
有抓住神的应许？是否可以按照事情的难易程度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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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如果环境看起来决不可能，也就是说，如果一
切状况似乎都和我们行出神的旨意互相抵触，会怎么样
呢？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环境和神对我们的旨意、计划有
何联系。 

环境能够试炼我们的信心 

目标 1.认识两点神允许我们的信心受试炼的理由。 

我们通过试验知道一样东西的使用程度。在航行一艘
新船远渡重洋之前水手会先在湖泊或港口试航；登山者会
在攀登峭壁之前试试绳索的力度如何，因为他把生命托付
给这条绳索。 

有些时候神似乎使用困难的环境来试炼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和神直接的联系就是信心，神藉它动工，所以神
要试炼我们的信心。若没有信心，我们所做的事将没有一
样能和神对我们的计划相称，也无法得神的喜悦(希伯来
书 11：6 )。 

试炼显明我们的信心 

有些人认为自己信靠神，而事实上他们从未真正信靠
祂。环境和事件一直支撑着他们对神的信靠，也使得成就
神的旨意易如反掌。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想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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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这些事正好和神的旨意相符。这种信心怎么会可靠
呢？ 

 

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祂的程度究竟有多少。为
此，神可能会允许外界的支持和帮助都被挪开，这可能会
使顺服变得更困难，甚至会让我们怀疑自己是否确实仍在
神的旨意中。 

但是，如果我们不让神试炼我们，好叫我们知道我们
究竟有多少信靠祂的信心，那我们信心的软弱将在撒但的
攻击下显明出来。 

彼得对于自己对基督的忠诚很有把握，他认为他爱耶
稣超过其他人。在耶稣试炼他之前，彼得说：“众人虽为
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马太福音 26：33)。 

习题 

1 请阅读下列关于彼得生命中的这个事件的经文，在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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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写出答案。 

a) 路加福音 22：31。基督对彼得提出什么警告？ 
b) 马太福音 26：34。基督说彼得会怎么做？ 
c) 马太福音 26：35。彼得说他不会怎么做？ 
d) 马太福音 26：69-75。彼得做了什么事？ 

我们从彼得所经历的困难处境中看到了当时他信心
的软弱。失去外界的支持，他就站立不住了。 

但是试炼也有价值，使徒雅各明白其中的价值。他这
么解释：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雅各书 1：2-3 )。 

看看这段经文里的所说的“试炼和忍耐”，其实是指（暗
中的）反对和困难，但是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困难是指我们
错过了神对我们的计划。事实上，试练来临时，我们反而
应该认为是很幸运的呢！ 

习题 

2 请阅读雅各书 1：2-4，我们信心被试炼的 终结果是什
么？ 

试炼建立我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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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负面环境试炼我们的信心，也可以检验出我们能
够信靠神到什么程度，以便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在圣经中，我们很确定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的经历是
因他的信心赢得的 伟大的胜利。当神让亚伯拉罕看到那
只代替他儿子献上的公羊时，他已经到正要把自己的儿子
献为燔祭的时刻。虽然很难，但是亚伯拉罕依然顺服了，
他信心被试炼，也得到证明。如今他知道了神会预备燔祭，
知道神会保守他全家。 

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当大卫面对以色列的强敌歌利
亚时。按照一般的推测，要让大卫这样的年轻人去击败歌
利亚那般巨大的勇士似乎不可能！但是当大卫听到歌利亚
的挑战时，他就预备要和他作战。 

 

习题 

3 请阅读撒母耳记上 17：34-37，圈出正确的答案，大卫
预备迎战歌利亚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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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卫的几个哥哥相信他会打赢。 
b) 歌利亚是不信神的非利士人，而大卫是以色列人。 
c) 在打死狮子和熊的时候，大卫已经学会信靠神了。 

神为了试炼我们的信心所要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景
况呢？可能是危险和挫折；可能是我们周围不信任我们的
人；也可能是困苦。要达成目标可能会遭遇超乎我们所能
接受的拦阻和挑战。在这一切情况中，神是要试炼我们对
祂的信心，好让我们知道自己哪里软弱，使我们更加信靠
祂。 

习题 

4 我们已经学到两个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的信心受到环境试
验的原因，下列叙述中，哪些能说明其原因。 

a) 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信心实际程度使我们不致
于被自己所蒙骗。 

b) 神试炼我们的信心以便知道我们是刚强或软弱。 
c) 我们的信心被试炼好叫我们知道已经错过了神为我

们所定的计划。 
d) 我们的信心被试炼之后就能面对比以往更大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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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能训练我们 

目标 2.选出艰难的环境如何训练我们的 佳说明。 

当我们设法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所处的艰难处境也能
够训练我们。这训练的目的是要将我们引向神为我们所定
的目标。有人认为训练就是惩罚，然而事实上就训练而言，
惩罚并非必要的，只有在真正的训练失败时才需要惩罚。
所谓训练是为了达成一项目标所选择的某些活动。 

在运动方面，训练是学习顺从，在规则之下赢得比赛，
违反规定的活动不但消耗了毫无价值的能量，也产生相反
效果，是要受到惩罚的。 

训练计划可能包括状况。这在运动方面是指运动员有
意地面对阻力使自己更强。 

我们很容易看出受训练和成为门徒之间的联系。基督
的十二个门徒是接受训练后行神旨意的人。当我们读他们
的生平事迹时，发现基督常常准许他们，甚至带领他们面
对困难。这些经历就是他们所受的部份训练。 

在一次暴风雨中，门徒与基督同船，但是基督似乎没
做什么，反倒睡着了(马可福音 4：35-41)；当基督在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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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时有九位门徒留在山下，后又面对一位被鬼附身的男
孩(马可福音 9：14-29 )。 

习题 

5 请阅读马可福音 6：34 - 44，在笔记本上回答下列问题。 

a) 门徒们面临什么困难？ 

b) 基督告诉他们怎么做？ 
c) 门徒有哪些资源？ 
d) 基督行了什么事？ 
e) 结果如何？ 

在每次负面、艰难的处境当中，基督都使门徒经历自
己能力的无限，教导他们要完全倚靠祂，将门徒的注意力
从自己的有限吸引到祂身上。 

我们不应该让困难在我们心里产生对神旨意的混乱。
相反地，应该了解也许神正在用这些困难使我们一心一意
专注于祂。因此，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神是胜过困难的一
大关键。 

习题 

6 艰难的环境如何训练我们？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a) 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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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我们必须完全倚靠神。 
c) 让我们知道自己有面对难题的能力。 
d) 带来惩罚，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 

 

 环境能激励我们 

目标 3. 区别遭遇艰难环境的理由和价值。 

艰难的环境的确能试炼我们的信心并训练我们，同样
的难题也能成为激励的来源。这就要看我们对这些问题以
及对神的旨意是如何反应了。让我们来思考这种激励的三
方面。 

证明我们属于神 

首先，困难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圣经明白的记载了世
界上邪恶的势力。撒但是基督徒的仇敌，他利用每个机会
阻挡神国度的扩展。虽然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对我们仍
然处心积虑、恶意、狠毒。撒但不仅有势力，更是善长欺
哄的，他是谎言之父。 

撒但不仅是基督徒的仇敌，也是整个世界的仇敌。这
世界不属公义，它是建立在欺骗、压迫和不义之上的，是
个扭曲的世界。人们称善为恶，称恶为善；只有承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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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兑现；只有知识，没有真理，并且与神和神儿女为敌。
这世界因神的儿子属乎公义就反对祂，把祂钉在十字架
上，神儿子的公义反引起世界的憎恨。 

习题 

7 请阅读约翰福音 15：18-20，并完成以下的句子： 

    基督告诉门徒世人恨祂，祂警告门徒世界也会憎恨
他们，因为                                  。 

那么，当神儿女开始遵行神旨意的时候要期望什么
呢？虽然活在扭曲的环境中，却尝试行正直的路，在黑暗
的世界里希望跟从光。圣经从来没有说神的旨意是要顺服
世界与世界和平共处。这两者是彼此交战、磨擦、冲突、
对抗的。基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
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 16：33 )。 

困难不应该使我们怀疑我们是否错过了神的旨意，反
而我们应该更坚信神的应许──就是我们是在祂的旨意里。
如果困难来临时正是因为我们正直的生活与邪恶世界互
相对立，这就证明了我们是行在祂的旨意中了。 

在路加福音 6：20-26 中，注意 20-23 节给予门徒的
激励，他们将直接受到困难的激励。同时，注意 24-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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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告，这些警告和被世界称赞的人有直接的关系。 

习题 

8 请阅读路加福音 6：20-26，把左边的经历和右边的结果
互相配合。 

a) 贫穷  
b) 富有                1）快乐的结果                    
c) 大家都称赞          2）可怕的结果                    
d) 哀哭                             
e) 被人恨恶                                             

艰难的环境能够激励我们，也的确能显明我们是在神
的旨意里，而不是说我们错过了祂的旨意。 

得胜的机会 

其次，困难给予我们得胜的机会。我们的苦难是从这
世界而来，也在这世界当中，但是基督已经胜过这世界。 

困难和拦阻不会使我们无法遵行神的旨意，困难能够
被克服，胜利成为绝对可能的事，因为必须有冲突，才有
得胜的机会。靠着基督，我们都是胜利者。 

    通过一个人的敌人和朋友，就能辨识他的人格。圣经
说跟世界做朋友就是敌对上帝(雅各书 4：4 )，意思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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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跟神做朋友，就会是世界的敌人了。 

    战胜的一方是寻求敌人的称赞吗？我们也不希望在
定睛在神的这个操练上失败，而去追求属世的称赞和合
作。相反的，胜过世界的经验能够加添我们跟随神的信心。 

习题 

9 请阅读启示录 3：21，基督应许谁可以在祂的宝座上与
祂同坐？ 

反对产生信心 

第三，困难会给我们信心，知道我们是在讨神的喜悦。
我们提过撒但和世界的双重难题，以及这些难题如何成为
激励的来源。另外，我们在第三方面面临困难，圣经称它
为“人的本性”、“罪性”或“肉体”，这不是指躯体本身，而是
我们里面与世俗妥协，羡慕世界的部份。 

我们有撒但这个仇敌已经够糟了，还活在他所控制的
这个堕落世界里。然而更难的是我们有人的本性，我们无
法与它分开，因此就必须征服它，但是若要征服就一定会
有争战。 

加拉太书第五章列了很多肉体(人的本性)所做的事。
所提的还不完全，但已经足以使我们知道其它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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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我们如何能够因这肉体(人的本性)的敌对得到激励
呢？既然知道在肉体和圣灵之间有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
那么，当我们拒绝顺从肉体的时候，就确信我们是讨神的
喜悦了。如果我们只是顺从肉体的意思而活，不会有任何
争战，肉体不会与肉体争战，肉体和圣灵之间才会有争战。 

习题 

10 我们已经读到面对艰难环境的经历能产生某些价值或
益处，也读到这些困难产生的原因，请将下列两者和能
够表达其意思的叙述互相配合。 

a) 困难能帮助我们不看自己    1）困难的价值 
       的有限转而倚靠基督。      2）困难产生的原因 

b) 基督是撒但和这世界的仇敌。 
c) 圣灵与肉体互相交战。 
d) 世人憎恨我们证明我们属于神。 
e) 我们本性的敌对使我们确信自己是拒绝顺从肉体，

并努力讨神喜悦。 

神能藉许多方式使艰难的环境帮助你遵行祂的计划，
帮助你的信心成长，帮助你学习倚靠神，提供得胜的机会。
想想基督所应许的──十字架、争战、赛跑、被世界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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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和苦难；但是，想想神也应许得胜、冠冕、宝座、白
袍、和被天父接纳。“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 1：2)。 

现在你已完成前面四课的学习，你可以准备回答学生
报告里的第一部份。复习第一至第四课，然后按照指示去
填满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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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你的答案 

6 b) 使我们必须完全倚靠神。 

1 a 基督告诉彼得撒但会试探他。 
b 基督说彼得会三次不认祂。 
c 彼得说他绝不会不认耶稣。 
d  彼得三次不认主。 
(你的答案应该相同或类似。) 

7 他们属于神不属这世界(或类似的答案)。 

2 我们将达到十全十美没有缺欠的地步(或类似的
答案)。 

8 a 1) 快乐的结果。 
b 2) 可怕的结果。 
c 2) 可怕的结果。 
d 1) 快乐的结果。 
e 1) 快乐的结果。 

3 c) 在打死狮子和熊的时候，大卫已经学会信靠神
了。 

9 那些得胜的人。 

4 a) 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信心实际程度好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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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致于被自己所蒙骗。 

b) 神试炼我们的信心以便知道我们是刚强或软
弱。 

10 a 1) 困难的价值。 

b 2) 困难产生的原因。 

c 2) 困难产生的原因。 

d 1) 困难的价值。 

e 1) 困难的价值。 

5 a) 有一大群人饿了。 

b) 你们给他们吃吧（37 节）。 

c) 五个饼二条鱼。 

d) 祂为食物祝谢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大家。 

e) 每个人都吃饱了。 

(你的答案应该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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