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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掃羅)的兩個問題

1)主阿、你是誰? (徒 9:5, 22:8)
2)主啊，我當作什麼？(徒 22:10; 
9:6)

保羅用了他一生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1)去認識神, 2)去為神工作



西 1:9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
、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
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
心知道 神的旨意．

保羅的禱告

保羅禱告的兩點
1)對象，2)內容



希臘原文，pleroo 的意思是 完全充滿
，以至沒有任何地方沒有被填滿。

1) 滿心懼怕 (路 5:26)
2) 滿心大怒 (路 6:11)
3) 滿心憂愁 (約 16:6)
4) 滿心快樂 (徒 2:28)
5) 聖靈充滿 (徒 6:5)

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完全被充滿，沒有未被填滿的地方



滿心被充滿 = 滿心被控制

當懼怕, 怒氣, 憂愁, 快樂完全充滿一個
人, 他就被這些情感完全控制。

一個基督徒亦可以完全被聖靈充滿(是被聖
靈控制)(徒 6:5)

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西 1:9),或滿心有神
旨意的知識, 是被神的知識控制

可惜，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神的知識，但卻
不被神的知識控制。



林前 1:5 又因你們在他裏面凡事富足、
口才知識都全備
西 2: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
裏面藏著。
腓 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
、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西 3:9-10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
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
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
像．

神知識的重要性



神的知識

希臘原文,epignosis 這字是從 gnosis 
這字根而來，gnosis 的意思是知識。
這字之前有一個介詞(epi)强化了字的意
思。

• 強烈的知識
• 全面的知識
• 完整的知識
• 控制的知識



神的旨意

耶穌基督以神的旨意為中心
約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
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
的意思行。
路 22:42 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

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
成就你的意思。
太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
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如何能知道神的旨意?
約 7:17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
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 神、或是我憑
著自己說的。

1) 要渴慕, 追求 - 立志遵著他的旨意
行(代下 1:10 ; 何 6:3)。

2) 就必得到 - 必曉得這教訓
(耶 29:13)。

3) 就有分辨能力 - 出於 神、或是我
憑著自己說的(來 4:12)。



對神旨意的錯誤觀點

神的旨意:
1. 只給若干人
2. 是隱蔽的
3. 一定有超自然的頒發
4. 一定是像一張地圖
a. 普遍旨意
b. 特別旨意



神普遍的旨意
(是給所有的人)

彼前 4:2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
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 神的旨意、在
世度餘下的光陰
彼前 4:19 所以那照 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
化之主。
彼前 2:13-15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
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
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
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帖前 4:3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
、遠避淫行．

帖前 5: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
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弗 5:17-18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
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神普遍的旨意
(是給所有的人)



神的知識帶來服從

西 1:10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的多知道 神．

有了知識(西1:9),可以行出來(西1:10)
滿心的知識→ 控制行為的知識→ 服從

神的普遍旨意是要我們服從



約 7:17 人若立志遵著他的旨意行、就
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 神、或是我憑
著自己說的。
1) 要渴慕, 追求 - 立志遵著他的旨意

行(代下 1:10 ; 何 6:3)。
2) 就必得到 - 必曉得這教訓

(耶 29:13)。
3) 就有分辨能力 - 出於 神、或是我

憑著自己說的(來 4:12)。

神特別的旨意
(是給不同的人)



結語
怎樣能得到神的旨意？

1)神普遍的旨意(是給所有的人):
• 是要我們順服
• 當我們滿心有神的知識，這知識就會控

制我們的行為，以至我們能順服。
2)神特別的旨意(是給不同的人):
• 要渴慕, 追求神的旨意
• 神必將智識賜給我們 ，
• 藉著神的話語,給我們有分辨神旨意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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