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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倚靠神】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9:10)

背 頌 金 句



你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還是全屬
「機緣巧合」？

你相信只要自己努力，就能改變「命運」嗎？

人事物、境遇... 必然變遷，明天會跟今天不一樣

【一個永恆不變的事實】

為何我們樣樣都須要「買保險」？

Sorry, life is NOT in our control！



一. 正視人生

不要為明日自誇，因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
知道 (箴 27:1)

A.人生變幻無窮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原來是一片
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 (雅 4:13-15)

進化論說「偶然」，世人說是「運氣」
人生如場賭博，充滿冒險，使人擔心，

如何應對呢？



一. 正視人生

B.惟有神永恆不變
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一樣的
(來 13:8)

眾光之父...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雅 1:17)

「神不變的特性」挪去信徒生命冒險的成份

信徒雖也經歷順境逆境，但人生不是一連串的偶然
與巧合，乃是有神的安排與計劃



NOT us



所以要與掌管一切的神建立好的關係！



二. 神掌管一切

神的全能–不只是能行神蹟奇事，更因祂意願的一
切都必然能成就

A.宇宙及大自然
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以知識使深淵裂
開，使天空滴下甘露 (3:19-20)

Universe = unity, everything
works together according to God

錯誤的「自然神論」= 認為上帝創造了宇宙和它存在的
規則後就放手不管，讓其按照本身規律的存在發展下去



二. 神掌管一切

B.舌頭的應對
心中的謀算在乎人；舌頭的應對由於耶和華 (16:1)

巴蘭的咒詛變祝福

人帶你們到會堂，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不
要思慮怎麼分訴，說甚麼話；因為正在那時候，
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 (路 12:11-12)



二. 神掌管一切

D.人的心靈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心腹 (20:27)

鼎為煉銀，爐為煉金；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 (17:3)

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
人心 (21:2)

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祂都鑒察 (15:3)

C.善惡、貧富
耶和華所造的，各適其用；就是惡人也為禍患的
日子所造 (16:4)

富戶窮人在世相遇，都為耶和華所造 (22:2)



人所共知 個人盲點

個人隱私 惟神所知

神的知道人的心思意念、
言語行為、動機...

並且被造的沒有一樣在祂
面前不顯然的；原來萬物
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
前，都是赤露敞開的。
(來4:13)



二. 神掌管一切

E.人生的路

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華眼前；祂也修平人一切的路
(5:21)

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人的腳步為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
(20:24)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16:9)

古語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神人之間

但人的努力，若沒有神的祝福，不一定有結果

神的主權沒有扼殺了人的基本責任或努力與付出

Effort must equal with motivation

難道我們就凡事禱告，等著神替我們成就？！



二. 神掌管一切

F.君王的心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21:1)

為執政掌權者禱告

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提前2:1)

https://youtu.be/fSEDezk1M1E

國家祈禱日–邀請市長議員參加

八月祈禱日–帶領市長信主

Milpitas Mayor
Rich Tran

https://youtu.be/fSEDezk1M1E


二. 神掌管一切

G.得失與成敗

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 (16:33)

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得勝
乃在乎耶和華 (21:30-31)

學習相信「意外」並不是不為神所知，也不是在祂
的控制以外

【約瑟的故事】



現在，不要因為把我賣到這裡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
在你們以先來，為要保全生命 (創45:5)

...我豈能代替神呢？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
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 (創50:19-20)

丹麥哲學家祈克果： Life can only be understood
backward, but it must be live forward.

生命回頭看才可以明白，但同時必須繼續往前活！



三. 何謂倚靠神？

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
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
華，遠離惡事 (3:1、5-7)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祂，祂就必成全
(詩 37:5)

敬畏、仰賴、認定、交託、謹守



三. 何謂倚靠神？

A.敬畏 Holy Fear – 敬仰 + 畏懼

B.仰賴 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Trust in the Lord, Lean not on your own

皇帝攙扶君臣的手
(參王下5:18, 7:2、17)

C.認定 acknowledges
希伯來含「密切關係」之意
如婚姻關係 (創4:1、19:8)

人神之間不可有第三者



三. 何謂倚靠神？

D.交託 Commit to the Lord

Let go
E.謹守

Blessed are those who keep my ways (8:32)

Obedience = 以行動來回應

Cafeteria Christians = Instead of letting God plan the whole meal 

and accepting it, we pick and choose what we want and miss the 

best dishes. 



四. 倚靠神的福份
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
(16:20)

A.生命蒙指引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16:9)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
(3:6)

Campbell Morgan：不一定都是容易舒暢的路，但卻是
正途。不一定是我們自己會選擇的，但卻是引進成功
之路。



四. 倚靠神的福份

B.兒女也有避難所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倚靠；他的兒女也有避難所
(14:26) 信主不是一個人，而是全家人的事

C.使人離開死亡的網羅

敬畏耶和華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離開死亡的
網羅 (14:27)

不是不會死亡，乃是能擺脫死亡的「網羅」(控制)
步向永生



四. 倚靠神的福份

D.所謀之事必成立

你所作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16:3)

這不是個無條件的應許，而是勸導人明白就算人儘力
計劃實行，也未能控制事情的結果

E.恆久知足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他必恆久知足，不遭
禍患 (19:23)



四. 倚靠神的福份

F.必蒙拯救
你不要說，我要以惡報惡；要等候耶和華，祂必
拯救你 (20:22)

懼怕人的，陷入網羅；惟有倚靠耶和華的，必得
安穩 (29:25)

G.必得安穩

上
帝
的
保
護

在神的世界中沒有「假若」，
在祂旨意當中就是最安全的。



五. 結語：

神 人 人
親近神

生命雖有起伏，
但神的同在與
慈愛眷顧減輕
許多壓力

遠離神

生命順逆不定，
停頓又再開始

【那永不會沉的船】

鐵達尼耶穌在船上

敬畏神，就有準則；
交託神，就有平安；
倚靠神，就有力量。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 3:5-6)

背 頌 金 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