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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神真的定有计划吗？ 
   …好像有许多的事情在偶然间发生！ 

在埃及有许多雄伟的建筑，叫做金字塔。它们都非常
巨大，并且已经稳固地耸立了数千年之久。其中，石块之
间都完美地彼此嵌合在一起，甚至不需要灰泥固定。难道
这是把一堆石块任意堆砌建筑而成的吗？当然不是，我们
都知道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对建筑师（建筑设计师）来说，在尚未动工之前就知
道这纪念碑 后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是他的计划。他设
计，对建材有把握，然后指挥数以千计的人必需各尽其职。
无可怀疑，当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会有许多问题发生：
有的人可能会离开，有的人没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
这位建筑师仍在继续进行，直到金字塔完工为止。 

试想一下，像这样数以千计的人和巨大的石堆，如果
没有经过周密的计划，会建造成什么样子？在本课中，你
将学习有关神的计划。除此之外，你会发现，神也为你定
了一个奇妙的计划。 

本课中你将学习到... 

    神对万事万物定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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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人也定有计划 
    其他人已经经历了神的计划 
    你也能经历神的计划 

 

本课将帮助你... 
    解释“神的计划”是什么意思 
    描述神对人的计划所具有的特性 
    从圣经中一些人的生活经历中找出神的计划 
 

神对万事万物定有计划 

目标 1. 描述神计划的实例。 

    神对万事万物都定有计划。神告诉约伯是祂定了海的
深度、太阳升起的时辰和地的界限；祂设立星宿，发出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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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甚至动物怀胎生产的月数也都定了时间；祂使公牛大
有力气，使马匹大有雄威，使鹰翱翔在高山峻岭之间(约
伯记 38-39 章)。 

神设计万事万物，而人是神一切设计中 极致的作
品。神造人的时候特别仔细，因为祂对人类有个特别的计
划。 

神使人类比较像祂，而不是像其它动物。神希望和人
有团契，祂这样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同在的
美好。神能思考、能计划，祂也把我们创造成能够思考、
能作计划的人。神是爱，祂把我们创造得能够去爱。神有
选择能力，祂也把我们创造得能做选择。 

神对人类定有一个计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选择按照
神的计划去行。圣经上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 (罗马书 3：23)。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无法改变
神的计划！从你自己的经历中，你已经知道神赐给你和世
人一个机会，可以藉着祂的救赎成为祂伟大计划中的一部
份。我们可以和神同工，并且有一天也能像祂一样。 

习题 

    每个问题都能帮助你复习或是应用刚才所学的内容。
请按照各题的说明来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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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创世记第一章，任意举出两项神在本章中所记载关
于计划的事件。 

2 我们知道神有选择能力，试说出一项你曾经做过的抉择，
这个抉择将鼓励你知道你和神一样，具有选择的能力。 

将你的答案与本课程的答案核对。 

 

神对人也定有计划 

目标 2. 描述神对人的计划的基本特性。 

    任何事物的计划都具有某些特色和特性。例如：设计
一栋房子，要有墙、窗户、门和房间等的计划。我们说过
神对人定有计划，那么祂对人的计划有些什么特性呢？ 

神的计划在于认识 

   大卫是神的子民的领袖人物之一，在圣经里他写了许
多诗篇，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
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
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
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诗篇 139：
1-4）。是神创造了大卫，当他在母腹中时，神就已经完
全认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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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3 阅读下面的每节经文，在每一项旁边写出神对这个人的
认识，神也是这样认识你的哦！ 

a ）约伯记 23：10 ____________________ 

b ）诗篇 3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诗篇 10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 

d ）诗篇 139：16 _____________________ 

神不仅只是创造了大卫，祂也创造了你。虽然神知道
有关大卫一切的事情（包括罪），祂仍然爱大卫；虽然神
知道关于你一切的事情，祂也仍然爱你。祂对你的出生、
得救、生命，甚至连你的永生都定有计划。如果你愿意与
神配合，并选择努力遵行神对你生命中的计划，祂将实际
并且有效地引导你。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
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腓立比书 3：
12)。 

神的计划具有多样性 

    世界上的人各有不同的种族和国籍，想想他们的头
发、眼睛和肤色的差异。即使属于同一种族，我们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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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喜欢不同的
食物，神将我们创造成独立的个体，不是很好吗？ 

甚至连同一个家庭里的小孩，有时似乎也没什么相关
性，有的胖有的瘦，有的头发颜色浅，有的头发颜色深。
但是，如果他们的父母爱他们，这些差异对父母而言并不
重要，父母看重的是孩子们是属于他们的。 

我们所看见的差异的确是神所计划的。祂将我们设计
成各不相同的个体，这是神计划中一项美妙的事。我们有
时候觉得竟然没有别人和我们完全一样，原因在于事实上
就是如此！ 

习题 

4 举出你和你的朋友不同的某一方面。 

 

神的计划具有标准 

    让我们回想一开始所说的金字塔：所有石块相似与否
并不重要，他们的大小、形状或许不同，彼此合适才是
重要的。每一块必需造得有用处，意思就是说每一块都必
须按照建筑师的设计来定型。 

同样，我们也必须按照神的设计来定型，这计划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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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或样式的。以弗所书 4：13 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标
准就是“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藉着祂的话语教导带领
我们前进的目标。当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时，神就按
照祂儿子的标准和样式来改变我们。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应该渴慕追求越来越像祂。 

这并不是指我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说神并没有
把我们创造成基督的双胞胎，但我们是基督的“弟兄”(罗马
书 8：29)。当儿女长大成人之后，都会和父母一样成熟，
甚至懂得更多。在很多方面他们会和父母的想法相同，他
们甚至会逐渐明白为什么父母要训练他们，教导他们，并
且经常让他们独自面对自己的困难，然而他们依旧是独立
的个体。 

假如我们谦卑地顺服耶稣基督，有一天我们将会像
祂。这意思是我们目前的缺点都会被除去，将完全地认识
神，完全明白祂的旨意，用完全的爱来爱祂，在基督身上
的荣耀也将成为我们的荣耀。“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
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
耀。”(罗马书 8：30) 

当我们像神那样，认识祂如同祂认识我们，并且祂的
荣耀也成为我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完美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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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习题 

5 请圈出下列关于基督的叙述中可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的
答案。 
a) 祂行神的旨意。 
b) 祂是属犹太民族的。 
c) 祂传讲真理。 
d) 祂在一个小村庄里度过童年。 

神的计划带来合一 

我们被设计得能在神的计划中彼此配合。我们的缺点
或许是别人的优点；别人的缺点或许也正好是我们的优
点。 

圣经中有好几处生动地描述足以说明我们基督徒彼
此之间的这种关系。身为神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继承了父
神的特性，而且彼此相交(以弗所书 2：11-19)，我们同是
圣殿的基石，神藉着圣灵居住在其间(以弗所书 2：20-22)，
我们一同成为基督的新妇(哥林多后书 11：2，启示录 21：
9)，我们也同为神的军队(以弗所书 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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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神为人所定的计划是合一的计划──与神合一
并且也彼此合而为一。因此，神为我们个人所定的计划，
不至于和祂为别人以及为其他受造物所定的计划相冲突。 

我们渐渐发现神对我们的计划时，就会看到祂的心里
始终有两件事：1) 我们按各人的方式和耶稣基督培养“个
人的、亲密的关系”，2) 我们也和其他配合神计划的人相
互建立、培养彼此相爱的关系。 

习题 

6 下列哪一个答案是神对我们有合一计划的实例。 

a) 约雅明白神知道关于他所有事情，不论是好事或坏事。 
b) 梅丽和波瑞是基督徒，但是种族不同。 
c) 佩塔学习如何运用她的教导才能，帮助珍妮带领查经

班。 

7 请读下列(左边)经文，然后将右边 能表达出神计划的
互相配合，在参考经文前写上相应的号码。 

....a 约翰福音 10：14-15        1）神的知识 

....b 约翰福音 17：21            2）多样性 

....c 哥林多前书 12：14            3）标准 

....d 腓立比书 2：5             4）合一 

....e 约翰一书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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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假如你有个朋友问你这个问题：神对人的计划是什么？
请在你的笔记本上写出四项你所能提出神计划的特性
作为答案。 

 其他人已经历了神的计划 

目标 3.从圣经中查看一些经历过神计划的人，并从中得出
一些结论。 

圣经告诉我们许多在生活中经历神计划的人，让我们
来思考这些人的部份记载，以及他们的经历教导我们关于
神计划的哪些事情。 

 

耶稣的门徒 

耶稣在世时，从所有跟随祂的人当中拣选了十二个门
徒常与祂同在(马可福音 3：13-15)。这是神计划的关键。
祂将与他们同在，并藉此改变他们。耶稣花了一整夜时间
祷告之后，很谨慎地拣选他们作为使徒(路加福音 6：
12-16)。另外祂还有个计划──完成父所托付给祂的事，“我
在地上已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约翰
福音 17：4)。 

基督对跟随祂的人所定计划的 后一个目标是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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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彼此完全合一，并且祂也与他们合一(约翰福音 17：
20-23)。但是，当我们在圣经里读到这些不同人物的事迹
时，可以马上发现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有两个人以“雷子”闻名(马可福音 3：17 )，其中一位
是约翰，也被称为“耶稣所爱的”(约翰福音 13：23 )；彼得
有好几次似乎得让人对他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忍耐；拿但业
则被称为“心里没有诡诈的人”(约翰福音 1：47 )。 

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和背景，从渔夫到税吏都有，
并且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的性格。然而，基督与他们同在，
使他们合而为一。因此，他们以“十二使徒”闻名。在启示
录中，我们看到他们的名字被写在圣城的根基上(启示录
21：14 )。 

十二使徒经历了许多与基督同在的经历。有时候很安
逸，有时候却很疲倦；有时被奇迹般的喂养，有时则需自
己购买食物；他们曾经因得胜大为欢喜，也曾经遭受挫折。
然而，因着与基督同在，神的计划就在他们的身上成就了。 

习题 

9 耶稣门徒的经历告诉我们，要认识神的计划该做的事情
中， 重要的一件是： 

a) 忍受困苦和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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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经历伟大的神迹和胜利。 
c) 继续保持与基督同在。 

10 彼得回应耶稣的方式与约翰不同。对于神的计划，这
个事实说明了哪种特性？ 

a) 多样性。 
b) 知识。 
c) 合一。 

使徒保罗 

我们所熟悉的伟大的使徒保罗，前半段的生命是以大
数的扫罗而闻名，他曾经恨恶耶稣和一切跟随耶稣的人。
扫罗甚至负责残害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亵渎神
的。当神亲自要对扫罗说话的时候，扫罗正带着准许他捉
拿基督徒的文书要进城里去。 

后来，保罗回顾他先前的生活，称呼自己是〝罪人中
的罪魁〞(提摩太前书 1：15)。如果神的方法能够成就在
保罗身上，也就能够成就在任何一个降服于祂的人身上。
在提摩太后书 4：7-8，保罗向他年轻的朋友提摩太表明他
在面临生死关头时的信心。他说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因而他确信，奖赏不仅是赐给他，
也赐给凡如此遵行神旨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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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11 以下有三项对保罗一生的评论，请选出 能说明保罗
一生和神的计划相关的评论。 

a) 有些基督徒一生中花费了许多时间，反抗神的计
划。 

b) 虽然一个人过去失败过，但是神完美的旨意仍能达
成。 

c) 每个信徒都应该明白有可能会经历失败。 

 

 你也能经历神的计划 

目标 4.说出一项神正在你生命中施行祂计划的事情。 

神对你的计划和祂对十二门徒中任何一位的计划都
一样特别，而且完全。祂希望和你也有像祂和十二门徒之
间那种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 17：21 )。祂正在你和你所
处的环境中动工，如同祂曾在十二个门徒身上和他们所处
的环境中动工一样。而且就像保罗一生所表明的，不论你
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失败，祂都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达成祂
的计划。 

 一旦你明白神对你定有奇妙的计划之后，你的景况就



 

 21

会改变，你会开始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生命中的一些事
物。 

 

木匠用凿子或是锯子改变了木头的形状，又用沙纸将
它磨平。一颗钻石，必须等到珠宝师用凿子切掉没有用的
部份之后，才能成为至宝。说不定神正特别专注地在你身
上动工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被锤、被锯、被磨，认为
这些事的发生只是因为罪、其它的事情、人，或是我们的
处境所引起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相信这些事都是神在
我们生命中所用方法的一部份，我们的反应将会截然不
同。 

罗马书 8：29-30 告诉我们，关于我们生活中许多事
情配合神方法的情形。还记得我们学过“神知道关乎我们
的一切事”吗？祂对我们的计划就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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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
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继续研读本课程，你会发现一些神用来改变我们的方
法，特别会看到某些事情如何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但
在一开始，请你记住一件事：神比任何都大！如果你和神
合作，神将会使用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来达成祂
的计划(罗马书 8：28)。 

习题 

12 请阅读罗马书 8：28，在你的笔记本上，描写一件你生
命中的事情或状况。然后问自己这个问题：神如何用这件
事成就了祂为你定的计划？试着写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第二课我们将学习神对你的下一步计划，以及祂何
等希望对你说话。在你继续下一课之前，请先读诗篇 139
全篇，并默想其中关于神对你一生定有这个奇妙计划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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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你的答案 

习题的答案没有按照顺序排列。这么做是为了让你不
至于事先看到下一题的答案。 

7 a 1) 神的知识 

 b 4) 合一 

 c 2) 多样性 

 d 3) 标准 

 e 3) 标准 

1 你自己的答案。创世记第一章列出一些神所设计的
事物。例如：光和暗( 3-4 节)，海洋和陆地( 9-10 节)，
以及人类( 26-27 节)。 

8 你的答案应该包括本课中所说的知识：多样性、标
准、以及合一等方面。 

2 你自己的答案。你决定研读本课程，显示你有能力
做选择，这是神造你像祂样式的一点。 

9 c) 继续保持与基督同在。 

3 (用你自己的话，) 

 a） 他所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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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他的艰难和困苦。 

 c ）他如何被造？如何成形？ 

 d ）他一生的年日。 

10 a) 多样性。 

4 你自己的答案。 

11 b) 虽然一个人过去失败过，但是神完美的旨意仍能
达成。 

5 a) 祂尊行神的旨意。 

 c) 祂传讲真理。 

12 你自己的答案。尽量多留意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 

6 c) 佩塔学习如何运用她的教导才能，帮助珍妮带领
查经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