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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007讲·3章 5-6 节 

不靠自己的聪明，凡事问神 

昊敏 

 

 
5 你要专心仰赖雅伟，不

可倚靠自己的聪明，6 在你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箴 3:5-6） 

在一切事上求问神的心意 

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困难、

麻烦，也会面临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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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出选择。比如你要考哪个大学，

毕业后要去哪个城市或者国家发展，

要找哪一份工

作。还有你要

选择哪一个人

作为你的终生

伴侣，这可是

人生大事。总

之我们在生活

中会有很多大

事情要做出选择，也要面对很多风浪。 

这个世界像海一样，永远波涛汹

涌，暗流涌动。人在生活中，常常会

有一种无助之感，不知道该如何做选

择，如何面对困难，不知道何去何从。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有神明护佑，要么

找算命的，要么烧香拜佛，要么信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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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宗教。世界上宗教林林总总。 

我记得每年年初看电视新闻的时

候，总会看到这样的镜头，就是台湾、

香港的民众都一早跑去庙里上头一柱

香，希望来年有神明保佑。你以为现

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人还会迷信

吗？但这就是今天的社会现象，所有

人都希望神明保佑，指引他们的路。 

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也一样，我们

基督徒一遇到困难或者选择的时候，

往往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很茫然。

虽然我们头脑上知道要让神带领，可

是扪心自问：神真的指引我们了吗？

恐怕很多时候都没有。 

箴言 3 章 6 节这里有一个应许：

雅伟必指引你的路。可是前提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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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专心仰赖雅伟，不可倚靠自己的

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

定他。 

“你要专心仰赖雅伟，不可倚靠

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这句话又是平行句式，

互为解释。几个词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仰赖”就是“倚靠”，“专心”就是

“一切”。所以什么是“专心仰赖雅伟”

呢？就是“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一

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

定他”。“认定”一词，意思是“知道”，

“认识”。比如箴言 1 章 2节“要使人

晓得智慧和训诲”，“晓得”就是“认

定”一词，两个词都是在翻译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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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字。“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要认定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

是你做一切事，都要明白、知道到底

神想要你怎么做，按照神的意思去做。 

我们有没有想过做每件事都要明

白神希望我们怎么做呢？坦白说，恐

怕我们根本没有这个念头。通常都是

我喜欢做什

么，就做什

么，我行我

素。别人要

是影响到了

我们，甚至

干涉到了我们，我们都会不高兴：“这

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吗？” 

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想到问问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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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呢？那就是遇到困难、麻烦的时

候，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何去何从，

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想到了神，想

到了要倚靠神。平时生活中要是有什

么事情需要做决定，我们往往都会按

照自己的意思行。自己能解决得了的

事情，我们就会自己解决了。如果碰

到了棘手的问题，自己搞不定了，我

们就会去问问朋友、家人的意见。最

后如果实在什么人都解决不了了，我

们才会想到神，真的是“临时抱佛脚”。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聪明”。 

可是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

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路 16:10）。小事上我们都不愿求问

神的意思，不愿按照神的旨意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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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事上我们也不会愿意按照神的旨

意行。 

如何凡事求问神？ 

1、要像小孩倚靠父母那样倚靠神 

这样看来，“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认定他”，即凡事都要去明白

神的意思如何，这样做难不难呢？对

于一种人是不难的，就是小孩子。为

什么

呢？

因为

小孩

子无

依无

靠，如果不靠父母，根本活不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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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婴孩，完全不能自理，必须靠父

母照顾、喂养，一天天长大。他凡事

都要靠父母。 

在马太福音18章 3节，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我们怎么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就是

完全倚靠父母，倚靠天父。可是小孩

子一旦长大，就不愿意凡事倚靠父母

了，他要独立。所以我们很难倚靠神。 

我们的经验、知识、经历，这些

都很好，但要小心，这些会成为我们

不倚靠神的阻碍。所以学习离开熟悉

的环境，离开家乡，面对新的挑战，

这是好的，让我们有机会去倚靠神。

教会中常见的现象是，那些有家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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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地方扎了根很久的，他们的属

灵生命会有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倾

向。因为一切已经成了习惯，来教会

听道、查经、聚会，一切已经成了习

惯，自己也可以做得来，不需要倚靠

神了。我们会不会很怕离开自己熟悉

的环境呢？那就要小心了。所以具备

流动性是好的，应该时不时地去不同

的地方走一走。你看神是如何带领亚

伯拉罕的呢？神一直在引领他走动，

离开家乡，不停地走。亚伯拉罕到了

迦南地，也是做客旅的。 

再比如说新的工作，我们会不会

害怕一份新的、自己从未做过的工作

呢？你习惯做的工作，自己有了一套

经验，一切轻车熟路，根本不需要倚

靠神。而一份新的工作，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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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倚靠神了。可是很多时候我们

选择逃避，不愿面对挑战，一看自己

做不来，就辞职、逃跑了。刚才我们

说到要具备流动性，但并非乱动，而

是神带领我们动。有些人也一直在流

动，却是不好的流动：一见困难就跑，

做什么都不能做长久。这种态度，我

们永远都经历不到神，因为我们放弃

了这些能够让我们去倚靠神的机会。 

2、不要怀疑神的良善 

此外，我们之所以不能凡事都问

神的意思如何，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

是良善的。我们总以为神想为难我们，

不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今天想去逛公

园，神一定想让我待在家里读经祷告。

我想买衣服，神一定教训我要节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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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神就是想让我属灵、属灵，不关

心我的肉体需要。这就是我们对神的

歪曲想法。 

主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 7

章 9-11 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

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

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

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

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

求他的人吗？”我们还是不能意识到

神是良善的神。始祖亚当、夏娃就因

为这一点跌倒了，怀疑神没有把最好

的给他们，怀疑神不让他们有智慧。 

所以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良善，神

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最好的，完全是

为了我们的好处。他关心我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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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关心我们的属灵需要，也关心我

们的肉体需要。 

福音书记载了主耶稣行五饼二鱼

的神迹。主耶稣为众人讲了一天的道，

照 顾 他 们

的 属 灵 需

要；到了晚

上，主耶稣

又 关 心 他

们 的 身 体

需要，给他

们行了神迹，让他们吃饭。主耶稣是

完全彰显出了雅伟神的性情。 

想一想以色列人在旷野，雅伟神

为他们降下吗哪，为他们提供水，而

且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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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整四十年。 

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把属灵

跟生活分开。如果是灵有需要了，就

来教会，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可以讲

属灵的话，说属灵的事；可是一想到

去哪儿玩，就想找世界的朋友，觉得

他们才会玩。或者是在聚会过程中，

听道、查经的时候，我们就约束自己，

说属灵的事，不乱讲话，很严肃；聚

会一结束，马上换话题，一下子就很

随便，说错话。别忘了箴言这里说，“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一

切所行的事”，即凡事都要知道神想要

我们怎么做。 

3、透过祷告明白神的心意 

那么如何才能知道神想要我们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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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呢？当然首先是要求问神。生活

中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某人的

意见如何，当然就是去问他，咨询他

的意见。 

可是怎么问神的意见呢？人是看

得见的，神是看不见的，怎么问神呢？

祷告是人跟神沟通的一种方法。有人

可能会说：“基督徒才祷告，我们不认

识神的人，怎么祷告呢？”错了，每

个人都是神造的，神是万物的创造主，

每个人都可以向神呼求，神听得见的。

只不过有些人不知道这位神是谁，但

他可以呼天，就是呼唤神，神就会垂

听。 

我听过这样一个见证。有一对恋

人，女方出了车祸，生命危殆。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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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诚挚的爱，就在野里地跪下祷告

说：“老天啊，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

是西方的上帝，也许是佛教的菩萨，

求你帮帮我吧，让我女朋友活过来

吧。”结果他的女朋友真的转危为安。

后来他们一起认识了神。谁是神呢？

就是雅伟。“你要专心仰赖雅伟”，“要

敬畏雅伟”，箴言这里说出了神的名

字：雅伟。 

4、听从神的仆人 

除了祷告问神的意见，还有什么

方法求问神的意见呢？就是问神的仆

人，即侍奉神的人。当然你要找真正

神的仆人，他们是敬畏神的人，而不

是假先知。以色列有很多假先知，总

是说顺耳的话。但真先知说的是神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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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话，是真理，是诚实话，可能

非常逆耳。 

比如列王纪上 22 章就是一个例

子，那里说以色列王亚哈要跟亚兰作

战，求问神的意见。如何问呢？是问

神的先知。可是亚哈问的这些先知都

是假先知，都对他恭维奉承，说了一

通祝福话，告诉他这场仗他一定能赢。

而真正的先知米该雅却总说不好听的

话，亚哈说米该雅“不说吉语，单说

凶言”。所以亚哈也不愿采纳米该雅的

意见，最后亚哈丧了命。听假先知的

话，不听真先知的话，最后就是付上

自己生命的代价。 

5、遵行圣经的基本原则 

当然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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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神已经

把他的旨意讲得一清二楚。如果我们

不明白圣经的基本原则，那么神也不

会额外再给我们什么指引了。因为神

已经讲清楚了，问题是我们不愿意听。

而且如果不明白圣经，那么即便神对

我们讲话，我们也不会分辨这是不是

神的旨意，就像亚哈一样。 

再看“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如

果我问：你觉得你很聪明吗？我想大

多数人都会谦虚地说：“不是，不是！”

但这只是嘴上客气、谦虚而已，心里

并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中国人就特别会表面上谦

虚、客气，请人一顿丰盛的筵席，也

要客气地说吃顿“便饭”。写一幅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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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人，还要写上“请某某指教”。可是

如果你真的指教他，就看看后果吧。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影，这部电影

表现的是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影片中

有一个场面说的是，华人一家请客，

女儿带了美

国男朋友来

吃饭。妈妈

做了一道拿

手菜，端上

来的时候却

客气地说：“做得不好，请指教。”美

国人不明白中国人的客气，一吃，便

说：“是啊，应该放一些酱油。”便往

菜里撒酱油，继续吃。这时候女儿拼

命给使他眼色，再看一下妈妈，脸色

已经变了。这个未来的女婿得罪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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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丈母娘。 

所以我们可以嘴上说自己不聪

明，心里跟实际行动却不一样。不要

以为聪明人才觉得自己聪明，问题是

愚昧人也觉得自己聪明，这是最可怕

的事情。明明愚昧，却自以为聪明，

正如圣经说：明明没有，却自以为有。

这真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们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做

事方法，一有什么事情，或者要做出

什么决定，我们就会用自己的一套价

值观、方法来处理、对待，根本不会

想到倚靠神。比如说人与人相处，你

会发现最困难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主见，而且谁都坚持己见，认为自

己的看法、做法最对。所以人与人相



 

 20 

处会出现很多摩擦、问题，因为人人

都有自己的做事方法，都想让别人跟

着自己的方法，而不想跟着别人的方

法。而且更糟的是，我们总认为自己

的看法、做法是对的，总想改变别人。

但神不是这样对待人的。他不会逆着

人的意愿，强行改变人的，即便他的

看法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如果我们坚

持自己的看法，那么神不会强我们所

难，不会硬来指引我们。 

这也解答了另一个问题。可能我们

看了这段经文会冒出一个问题：为什

么神的应许总是有个条件呢？为什么

他一定要我不倚靠自己的聪明，凡事

都问他的意见如何，他才指引我呢？

希望我们能够看见神的柔和心肠。因

为他不会强行改变我们。其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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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就是弄直的意思。你走偏了路，

神把你拽过来，让你走直路。比如箴

言 4章 25 节：“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直”就是“指

引”这个词。还有箴言 9章 15 节：“呼

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我们

心甘情愿求他改变，他才会改变我们。

这位神是非常柔和、温柔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也愿意柔和、谦卑地来到他

面前，求他改变、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