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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 月 20 日 

主日講台信息 

「向來沒有走過」 

╱康來昌牧師 

信息經文：約書亞記 3：4-5 

過約但河─進入神應許美地 

當以色列人要過約旦河時，他們要走的路是以前沒有走過的。過約但河所代

表（或所會發生的事）的，第一個是非常好的事，就是他們可以進入流奶與蜜之

地。這是神在創世記就向亞伯拉罕應許的事，不論中間經過多少波折、絕望、灰

心，甚至似乎看不出神在做事，甚至好像神都已經忘記祂的應許、忘記祂的百姓，

這諸般艱難（包括以色列後來在曠野的墮落、敗壞），通通沒有攔阻上帝旨意的

實現。對他們是這樣，對我們今天也是這樣。神的話不會落空，縱然人會犯罪、

會得罪主，祂所愛的必愛他們到底，神對祂兒女的應許會實現。你們會進入流奶

與蜜之地，過約旦河，你們就經歷了上帝話語的實現，你們不再作奴隸、得享安

息、得享平安。 

在約書亞記全書裡都有這講法，我只舉兩處，一處在約書亞記 1：13，「耶

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得享平安，也必將這地賜給你們。」給你們平安、安息，

讓你們進到一塊樂土。若你真的要用佛教講的「淨土」也沒有關係，我們知道是

神給我們的豐富和美好，我們進入，神讓我們得平安。在世上有許多苦難，在伊

甸園之外有許多災難，因著上帝的應許藉著耶穌基督的實現，當年的以色列人進

去了，我們今天也進去了。 

一處在約書亞記 21：44，「耶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

他們四境平安」。如同今天也是一樣，我們真信主的話，不管在哪個時代、地方，

不管在曠野或迦南地，我們都進入了平安。特別我們是活在「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來，成全了救恩，復活，升天，降下聖靈」的時代，所以我們所經歷到的平安、

上帝的祝福是更豐富、更完全。 

此路雖新猶舊，雖舊猶新 

這條路，從一個角度來講，沒有人走過，就如同以色列人沒有進到迦南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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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外一個角度，他們又走過，就如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上帝的同在，就如你我一

樣。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基督徒有更美的將來、未來，但在世上我們還是會死、會

老、會病、會受到一些挫折，但我們已經在榮耀的美地，會越經歷越多，而且最

主要的是知道我們已經到了榮美的地方，已經得救，已經在神的國裡，也繼續每

天走一條雖新猶舊，雖舊猶新的路。 

什麼叫「雖舊猶新」？就是我們每天都經歷新的恩典，也有新的挑戰。好比

我今天講的道是新的，碰到的人是新的，就算我第一堂講過，第二堂講還是會不

一樣，我們每個時候不斷會碰到新的。而在這新的裡面，世人可能覺得重複、會

更好或更壞，基督徒總是相信我們願意信靠神就越來越美好。每天、每個家庭、

個人，雖舊猶新，總是新的。 

但又是「雖新猶舊」，這條是新的路，但又是舊的路，就是我們始終、永遠

都是信耶穌、信神，始終、永遠神的本質、權柄、愛不會改變。所以我們在各種

變化中總同有一位神、同有一位主、同有一個信仰，每天也必須面對、思想、承

認新的恩典、新的需要，和新的可能犯的錯誤。求主憐憫恩待我們。 

不信主的人在這世上沒有平安，以賽亞書 59：8，「平安的路，他們不知道」。

也很有意思，我們信友堂這附近有兩條路名跟聖經很近，一個是和平東路，和平，

一個是新生南路，新生，重生、新的生命。（還有大安路，大大的安）。世人都想

要有這些，不過我們知道只有在基督裡有。不是看不起他們，反而是更加關心他

們，因為我們走過這路，也繼續走這路，我們就把這路介紹給別人：「道路、真

理、生命，朋友，你來走真正平安的路、真正生命的路、新的生命。你過去、現

在、看你的未來還有很多很可怕的事在等著你，但我們有主。雖然你過去因為沒

有主而沒有平安，不管你生活幸不幸福，死亡、衰老、罪惡都叫你越來越不平安。

我們信靠主有平安，你不知道平安的路」。路加福音 1：79，「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們也應當很謙卑、篤定的繼續跟

隨主的帶領，求主幫助我們在引導別人走這條路的同時，希望自己也踏得越來越

穩。 

所以過約旦河表達你要進入流奶與蜜之地，神要給我們的豐富祝福實現了，

那是何等豐富、美好，但你必須過約旦河，必須走這條你沒有走過的路。這包括

你可能結婚、找新工作、出國讀書、退休、要動手術，不管在老年、中年、青年

時的每件事，我們都天天在面對不同的事情；是同樣的上帝、同樣的我們，但不

同的事情。 

而你很難想到，在西方基督教傳統裡有時會這樣講，「過約旦河是進入平安、

美好，但終極來講就是等於死亡；過約旦河就是死」。記得「耶穌領我」那首詩

歌裡有說到「死亡冷河我不怕過」，就是我們死了、冰了、臭爛了。不過如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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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河表示我們要進到永遠豐富美好的地方，基督徒對死亡也必定有這基本看

法：死亡就是讓我進入永遠的安息、幸福、快樂。 

這是個很矛盾的事，我們需要題醒、學習，在天天活著時、健康時、年輕時、

年老時、手術前、手術後，都需要學習，是主在帶領引導我，我沒有開過這刀，

很恐怖，但這一條沒有走過的路是讓我到流奶與蜜之地。 

這樣講就是我們平常生活中需要謙卑又篤定的學習跟隨主，跟隨耶和華，跟

隨耶和華的約櫃。我們只有每天憑著信心活得好、順服主，剛強壯膽的，包括在

教會裡的順服，順服神藉著傳道人、長老給我們指引，求主幫助我們能夠養成跟

隨約櫃的習慣，以致於一直跟、跟、跟，當最後不能避免的死亡來到時，我們知

道這是一條美好的路。這美好的路，基督徒是世界上唯一知道的，過了，就是永

遠的平安。 

但這條路是新路，又是舊路，因為我們天天都經歷主同在、上帝帶領我們的

美好。所以過約但河有另外一個瞭解，就是洗禮，你的舊人與主同死，你的新人

與主同復活。甚至另外一個水的事情，不只是以色列過紅海，挪亞的方舟和洪水

也有這意思，彼得前書有講這水所預表的洗禮。讓我們能在洪水、死亡、恐懼中，

（這威脅我想從小開始知道一點關死亡的事情就會害怕），因著信了耶穌而知道

我們在這爭戰中可以得勝，主會保守我們。雖然我們可能還是會怕死，會覺得陌

生，但我們有盼望、喜樂，那是個永遠進入流奶與蜜之地的必經之路。 

過約但河─開始爭戰 

因此，過約旦河第一個表示我們要到流奶與蜜之地，第二個意義就是我們要

開始爭戰了。這不大好聽，我們總希望生活就是平靜安穩，不再有什麼爭戰。很

多人不希望上班，希望退休，有很好的養老金、體力，以致於要玩就玩、要吃就

吃，但也知道這兩個往往不能並存，通常在退休、年老以後，要吃不想吃，要玩

玩不動。年輕時是想吃吃不起，想玩沒時間，後來有時間了卻玩不動。所以求主

幫助我們就不要跟世人一樣，世人沒有辦法免這件事，就是他們活在矛盾中，他

們可能有錢、有權、有東西或沒錢、沒權、沒東西，我們跟他們是一樣的，有人

物質上富裕一點，身體上健康一點，有人差一點，但我們不要像他們一樣的等死、

等上天堂，我們現在就求主讓我們在爭戰中有平安，在平安中有爭戰。 

我甚至求主幫助我們不是流淚撒種，歡呼收割而已。這一定要同意，因為是

聖經上的話，我們流淚、流汗、流血撒種，歡呼收割是真的，種什麼收什麼，但

我也很希望弟兄姊妹能越多越快的經歷一件事，就是我們歡呼撒種。也許在歡呼

撒種、歡呼耕耘、歡呼澆灌、歡呼建立我們的家庭、工作、婚姻、養育、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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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上的工作、教會的事奉中，雖然充滿了眼淚、汗血，但我們有歡呼，因為

知道神在帶領我們；雖然在帶領我們走新路，也在帶領我們走這永遠不變的道

路、真理、生命的路。 

過紅海、約旦河、進入迦南，是到了流奶與蜜之地，但有爭戰。這兩個在生

活中都是交織的，不論信主的或不信主的都是，只是信主的因為有信心、有上帝

永遠的慈愛，總的來講我們是充滿了喜悅，但那充滿了喜悅絲毫不減少我們在世

上的爭戰。就好像以色列人過紅海一樣，過紅海之後真是快樂，因為徹底的離開

了埃及為奴之家，離開了敵人對他們的威脅，所有埃及軍隊都在紅海裡淹死，他

們快樂、歡喜、讚美上帝。但離開埃及很好，敵人淹死很好，你一離開紅海，就

進入了大而可畏的曠野，不知道要吃什麼，有很多驕陽烈日、難走的路會碰到。

過約但河也是一樣，現在離開了大而可畏的曠野要進入流奶與蜜之地，但也等於

一件事，你要進入那可怕的、兇狠的迦南七族，每天無一時不要跟他爭戰。 

有爭戰也有安息 

不過我們也感謝主，不論是過約但河或爭戰，以耶利哥城為代表，都是約櫃

（或耶和華）作我們的主。所以跟前面一樣，基督徒生活是進入流奶與蜜之地，

基督徒生活也是進入爭戰。 

我們今天的詩歌經葛牧師非常美好的領會，讓我們有種想要打仗的心情，好

振作。但我也必須同時說，我們是要好好打一場仗，也是要好好睡一場覺。我的

意思是說求主讓我們有個預備的心，不管你在爭戰或耕耘、收割、經營家庭、跟

配偶吵架，求主讓我們穿上全副軍裝的爭戰。對，吵架也是，也穿上全副救恩的

安息。求主恩待我們，一樣養成跟隨耶和華，遵行祂命令的習慣，信靠祂，祂在

每件事上帶領我，我都順服，因為我知道耶穌基督的慈愛和憐憫。 

不過我要比較多講成為戰士的部分。提摩太後書 2：4，「凡在軍中當兵的，

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兩個對比，我們基督徒是神草場的

羊，被保護、愛惜、安慰，被神帶領，除了吃和睡以外啥都不做，就是長肉、舒

服、牧養、躺臥在青草地上，這是我們基督徒的確有的，神給我們流奶與蜜之地。

如果我們是羊，我們就感謝主，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主

讓我們快樂、平安、安息，主讓每個人在信主以後的日子真是充滿喜樂和平安，

很舒服的羊，但我們又有另外一面。如果羊是牧羊人使他歡喜，我們是軍隊、精

兵，使叫我們當兵人歡喜。我們作戰、拿起武器、不將世務纏身，受各種最嚴格

的訓練和磨練。求主幫助我們每個人都能說：「我覺得我信耶穌以後的生活是這

樣，我是很舒服的被上帝牧養，我也是很辛苦在爭戰、掙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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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約但河─無路可退 

過約但河，第一個表示進入流奶與蜜之地，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事。第二個表

示你要開始爭戰，可以說這是非常辛苦事。過約但河還有一件事，第三個，表示

我們無路可退了。 

這你要說好也可以，要說艱難也可以。胡適之先生說過，「作了過河卒子，

只能拼命向前，不能退，要趕快往前走」。一個人信了耶穌，我們不能退了；以

色列人出了埃及，不能回去了。雖然我們常會想不要信耶穌、不要來教會、耶穌

沒什麼好，或我不要退，但我也不走，就躲在一個地方。各位，我們都求主幫助，

神會給我們休息、安息的時候，但求主讓我們不斷的成長。我們是主的羊，主的

軍隊，主的麥子，主的葡萄園，就不會不長，就不會不往前進。求主讓我們往前

進。 

過河不能退，這在中外都有，西方比較多的是凱撒過 Rubicon，Crossing the 

Rubicon，沒有退，只能進。我們中國是項羽過江，破釜沈舟，非贏不可，不然

只有死路一條。願上帝給我們的恩典慈愛，祂的話語、聖靈在生活中給我們的體

會越來越強烈的阿們希伯來書 11：15 的話，「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

可以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 

再一次，不要只想成我們很羨慕將來上天堂。我剛才在婦女查經班結束，看

到啟示錄最後講的，不是我們上天堂，是耶路撒冷降到地上。我們的意思不是說

沒有天堂，是說今天在地上我們就經歷與主同在的美好。我們羨慕一個更美的家

鄉，因為在今生我們就經歷到這更美家鄉的美好，就是教會，就是在主裡面的生

活。 

詩篇 45：10，「女子啊，你要聽，要想，要側耳而聽！」大概這是在所羅門

跟妻子結婚典禮的一個勸勉。「不要記念你的民和你的父家」。這不是說不要孝

順，這裡的意思其實就跟剛才講的一樣，走上了這條不歸路，這條路不是悲哀的

不歸路，不是像在飛行時會過一個點叫 point of no return，過了這個點就不能回

去，只能往前飛了，不是講這些事情，而是指我們信主了就認定祂，什麼事都不

能叫我們回去，什麼事都不叫我遠離祂。 

這是過約但河的事情。下面就從約書亞記第 3 章來看這段經文裡我剛才講的

原則的應用。 

經文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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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3：1-3，「1約書亞清早起來，和以色列眾人都離開什亭，來到

約但河，就住在那裡，等候過河。2 過了三天，官長

走遍營中，3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

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擡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

跟著約櫃去。」 

等候、跟隨 

約書亞記裡好像有一些重複、重疊的記載，時間、地點上好像有點混亂，我

們不太能解釋得非常好，學者也有很多批判理論，不過大概我們可以這樣來想，

當以色列人要過約但河時，過了約但河就是耶利哥，那是個高大的城牆，裡面的

人是巨人，差不多四十年前他們聽到的報導是，「那城我們是打不下來的，不僅

那城，那裡的城我們都打不下來」。這是悲慘、叫人害怕、喪氣的。當然另外一

方面，「過了約但河就是流奶與蜜之地，好得不得了，我們去吧」。也就是有這

兩種狀況，剛才說過，這兩種狀況是基督徒天天都會面臨、經歷的事。 

他們在過河之前等了三天，等三天做什麼？看起來最重要的是等那兩個探子

回來報告那地好不好、容不容易打。探子回來的消息當然是好，更重要的是，「容

易打，那裡的人心都消化成水了，沒問題」。但我想那三天是有點焦慮的。你在

求婚、求職、找工作、等候時都有焦慮，這也是我們人生很難避免的。但我們感

謝主，這等候有價值，然後他們準備前行了。這前行是看著耶和華的約櫃，你看

見，你就要走了。 

神聖潔不可侵犯 

 書 3：4，「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 

摩西五經裡講到不可與約櫃相近的理由是因為約櫃象徵神的同在，而神是聖

潔的，任何有罪的人都不能親近祂，親近就會死。神允許親近祂的大祭司，包括

亞倫的兩個兒子，也因為不小心就死掉了。神神聖不可侵犯，神一定要歷世歷代

的基督徒認識這一點，所以你跟約櫃，甚至跟聖所、至聖所、會幕都要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因為神聖潔，你污穢，你接近祂就難免會死亡。 

這一直到新約、今天都有。今天基督徒願意親近神，接神到我們心裡是非常

美好的，要大膽、坦然無懼的到寶座前也是非常美好的，但如果這是美好的，你

就必須也有個想法：「我是不配的，我是不能的，我是污穢的。如果不是主的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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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洗淨我，我是必定死的。」包括彼得在耶穌顯出神蹟讓他得到很多魚時，彼得

的反應不是「主啊，你真可愛，我要擁抱你，讓我得這麼多魚」，而是「主啊，

離開我，我是個罪人」。你是一個有神能力的人，你是神的兒子，你是能夠說一

句話叫我們抓到這麼多魚的，但這也顯出你是上帝，我不能親近你，離開我吧。

在舊約、新約都有這觀念，我們要跟約櫃、神的律法、神的僕人、神的應許之約

所在之地保持一個距離，是一再提醒你神聖潔，我們不能親近祂。 

神對教會的寶貴恩典 

但在這裡，他不是這樣講，是說你們要跟約櫃保持兩千肘，差不多一公里（聽

說是零點八公里）的距離，為什麼？下面一句話：「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

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保持距離是讓你們知道當走的路，這我們也不太

懂。如果是知道所當走的路，大概意思就是你跟著約櫃就對了，約櫃左轉你就左

轉，右轉你就右轉走快就走快，走慢就走慢。不過若是這樣，不是跟得越近越好？

他為什麼說要遠一點，而且說遠一點兩千肘的目的是讓你知道路，不是說怕你惹

耶和華憤怒而死亡等等？ 

我想這有非常寶貴的上帝對教會的恩典。因為那時以色列人照字面上來看可

能有兩百萬人，若兩百萬人都要緊隨著約櫃，就不是每個人都能看到。離差不多

一公里，應該表達的是全體都看得到約櫃。以前是有雲柱、火柱，這時候就只有

約櫃。這裡在講教會的偉大，在講我們在教會裡跟隨上帝的話。我們個人讀經、

禱告、靈修都是很好，但求主讓我們有教會的生活。不是使「你」知道當行的路，

是使「你們」知道當行的路。 

我一再講，聖經裡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都有最好的表達，我們個人跟主有親

密的關係，我們跟教會有親密的關係，主救的是一個群體，是一個從亞伯開始到

主耶穌再來時的千千萬萬弟兄姊妹們、神的兒女們，我們跟他們在一起。當然我

們今天不能跟亞伯、保羅在一起，比較具體的我們是跟信友堂在一起，在信友堂

現在我們也是兵分五路，本堂、旁邊、教育中心、華神。所以我們也很具體的跟

弟兄姊妹一起在跟隨，可能甚至不是在一個教會裡，因為太大了，那就是在團契

裡。現在團契也太大了，那就在小組裡。小組裡也太大了，可能就是小組裡幾個

人。感謝主，總之不僅你要有密室跟主的交通，你也需要有跟弟兄姊妹一起的跟

隨主，「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 

有時我們很希望這最小的單位是家庭，但就現實來講也知道常常不是家庭，

甚至家庭是最大的攔阻，包括家庭裡有不信主的親人，或心態不一樣的，但求主

幫助我們有一顆心能跟弟兄姊妹一起看到約櫃，知道當走的路，有個謙卑的心。

各位千萬不要以為牧師都懂了，就是牧師在引導（我是說我自己），各位，我跟

你們一起在跟隨主，我們跟你們一起在跟隨神所設立的權柄、主任牧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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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引導。我們需要這樣被引導，這條路我們沒有走過。不管你走得多熟了，每

天都需要有更謙卑、更聖潔、更堅定的態度來跟隨。 

自潔 

書 3：5，「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

你們中間行奇事。」 

「自潔」。以前在立約時也是這樣，當然這是實質的也是象徵性的。實質的

就是我們需要在身上自潔，包括沐浴更新等等，但更重要是象徵性的，我們要跟

主親近，就要時時求主的寶血來潔淨，讓我們時時聖靈充滿，求主讓我們的心始

終是個聖潔、良善的。 

比方我不可能在講道之前上色情網路，下來又跟你們講要過聖潔生活。這當

然完全可能，就是虛偽，神棍就是這樣，但這在神面前是得罪神的。甚至包括在

講道前一個禮拜放縱一點，後來越來越聖潔，求主憐憫就好，這都是在欺騙上帝。

當然我們的人性，好像有人說我們非放鬆一下不可，這是真的，沒問題。我在飛

機上時也試過，因為現在年紀大，不想帶很多書，就帶聖經在飛機上十幾個鐘頭

看。這實在是很無聊，到最後看不下去，就喜歡看看電影，不是色情，是刺激、

血腥一點的。這不是罪惡。就是當我們生活中需要所謂的調劑時不是罪惡，也就

求主幫助我們有顆心，讓我們在所謂的調劑中能夠也有顆聖潔、善良的心，自潔。 

我常喜歡講，你可以有一些很高尚、高級或主很喜悅的娛樂，讓你也親近主，

肉體也能放鬆、輕鬆、愉快，我們心對的時候就真是對了。我和康師母前陣子出

去服事，因為是去澳洲，有弟兄就帶我們去雪梨歌劇院聽音樂。聽音樂之前先要

吃東西，在附近一個高級的義大利餐館，我點了三、四樣點心，吃得真是非常的

屬肉體，但我也很感謝主。然後去聽音樂，我是不懂，但覺得那指揮、鋼琴、彈

得真是好聽，很高興那天有個很好的視覺享受。我聽到他所彈的，感動、鼓掌甚

至流淚，而我是感謝上帝。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的心是敬畏上帝、喜悅上帝，希望我們是個自潔的生命，

被主的寶血洗淨，被主的慈愛、聖潔、良善吸引。這包括家庭生活、夫妻的性關

係，如果真是聖潔良善的彼此相愛，那會叫我們更聖潔、生活更美好。 

「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事」。如果是因為明天要過約但河你們

今天要自潔，我們現在在新約就更應該瞭解，過不過約但河都過一個自潔的生

活，感覺不感覺今天有很奇妙的事，耶和華都在我們前面行走。 



 

9 

順服權柄 

書 3：7，「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

眼前尊大，使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

與你同在。」 

 尊主為大非常好，也應該，但我們在尊主為大時，神在地上就設立了一切

不完全的制度、權柄，我們也需要有相對的順服。所以我們跟隨約櫃的意思不是

約櫃，是跟隨約櫃所象徵的上帝的約、上帝的話，但即使是這樣，我們還是需要

跟隨約書亞。神使自己的名高舉，但神的確也讓祂在人間設立的權柄，「我必使

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神使用摩西，雖然摩西沒有能進去，神也使用約書

亞。神使用沈牧師，也使用謝牧師。神使用所有祂的僕人，我們為他們禱告，也

求神賜福他們有神的同在，我們也順服。 

書 3：8，「你要吩咐擡約櫃的祭司說：你們到了約但河的水邊上，

就要在約但河水裡站住。」 

不是只有約書亞，教會是大家的，教會是神的，神使用每一個看來重要或輕

微的肢體。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2 章講得更具體，「身上肢體我們以為軟弱、不

好看的，更給他加上體面」。每一個肢體都被照顧，雖然知道我們都有很多虧欠，

不管對大的、小的、體面的、不體面的。 

有約書亞，有眾祭司，你們祭司要站在水裡。象徵性的好像是你們使那水停

住讓百姓過去。好像電影裡英勇的 911 的消防員一樣，盡可能不讓那火、爆炸

傷害到人，你們站在那裡。 

聽主的話 

書 3：9-11，「9 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近前來，聽耶和華─你

們神的話。10約書亞說：看哪，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

你們前頭過去，到約但河裡，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

中間有永生神；並且他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南人、赫

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

斯人。11併於上節。」 

 這可能是一句很重要的話，照我們的本性我們比較注意的是紅海的分開、

約但河水立起來的那神蹟，神蹟很刺激，注意也很好，但我們更要注意的是那神

蹟產生的原因，就是約書亞會聽、會傳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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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你們來聽，聽耶和華你們神的話」，以賽亞書也有很多這類的話。

當先知講出上帝話時，他誠實、勇敢的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耶和華親口

說的」，雖然不是聽到天上雷聲，而是先知講出「你們來聽耶和華的話」。 

「普天下主」，祂不是只掌管一個地方，祂掌管萬有。是，我們是蒙揀選的

這群人，萬有的主跟我們這些信主的人有永遠的約，祂在你前頭過去，很親切的

替你勘測道路、替你預備、替你爭戰，使你知道祂現在跟你同在，祂會把你們那

些敵人都趕出去。 

是，敵人會被趕走，但從人的角度來講，並不是耶和華讓他們通通得了瘟疫

死掉，是以色列人一個城、一個城打下來的。靠著主，完全靠著主，榮耀都歸給

主，並不減少反而強化我們該做的事。 

書 3：12-13，「12 你們現在要從以色列支派中揀選十二個人，每

支派一人，13 等到擡普天下主耶和華約櫃的祭司把腳

站在約但河水裡，約但河的水，就是從上往下流的水，

必然斷絕，立起成壘。」 

這很輝煌，我們喜歡看的就是這一段，腳一踏進去，水就停下來，越堆越高

而不倒下來。我們喜歡看神蹟也很好，不過更願我們在一輩子都沒有神蹟的時候

聽神的話，順服祂。 

「擡普天下主耶和華約櫃的祭司」，萬軍之耶和華的約櫃居然還要人抬？這

些我們是看過去就算了，真的想想這很迷信、落伍的。抬著約櫃，大衛還在前面

跳舞，你想想看像什麼？像媽祖出巡時，這麼迷信、無知。然而他們是，我們不

是迷信、無知，當神在歷史上使用這些時，不是要我們拜約櫃，是要我們知道神

永恆的真理和大能是在人世間有工作的，包括你我今天。 

站穩  

書 3：14，「百姓離開帳棚要過約但河的時候，擡約櫃的祭司乃在

百姓的前頭。」 

耶和華走在前頭，祭司走在前頭。聽說象群出來時，最前面的大象就是領袖，

它都會試試看這路好不好等等。大概是個笑話說有人看到在非洲有一群象要過一

條橋，象太多，橋看來不太穩固，通常是那領頭的大象先走上去，好像還踏一踏

看穩不穩。你想應該是他走過去後其他象就跟過去，但不是，他踏、走，實在沒

有把握，就指揮那些象先過去，然後他最後一個過去。這是笑話，你聽不懂沒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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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講這一段是很生動的，舊約裡一直講耶和華在你們前面行，祂為你們攔

阻一切的困難、找住的地方，祂為你們。我們今天要有這樣的信心，我們的婚姻、

家庭、青年、中年、老年，神都在我們前面前行帶領我們。相對的，如果我們順

服，我們的祭司、約櫃也在前面行，不但前行，而且站在那裡穩住陣腳。  

書 3：15-17，「15 他們到了約但河，腳一入水（原來約但河水在

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16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

遠之地、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裡停住，立起成壘；那

往亞拉巴的海，就是鹽海，下流的水全然斷絕。於是

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面過去了。17擡耶和華約櫃的祭司

在約但河中的乾地上站定，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

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耶利哥城的人看得清清楚楚，他們的心已

經化掉。 

「約但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就告訴我們他們過的時候不是個可以

涉水而過的水位，是個龐大、洪水氾濫的地方，能過去是個神蹟，神讓那水停住，

神讓他們過去。 

但可能重要的話是 17 節，「擡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上站

定」。求主幫助每個團契、輔導、老師、負責同工、主席，當然我們希望每個人，

但神在世上設立的時候，我們求主幫助作領袖的在大家過的時候他們站在那裡。

他們站在那裡，象徵性的是站在這裡擋住水的上來，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 

那「從以色列支派中揀選十二個人」是做什麼的？不是抬約櫃的。約櫃只有

祭司能夠抬，那十二個人做的事，下個禮拜請來聽葛牧師講。那跟我們也有關係，

就是神不僅要我們經歷每件事有領導，神也讓我們在其中成全。我們有人可能拿

石頭，可能就是過河，可能你有一天也會拿那石頭，我們都不知道神在生活中會

有什麼樣的帶領，但我們確知一件事：祂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這條路我們沒有走過，這條路我們也走過。我們走過，是因為耶穌是這條路，

我們走過。我們沒有走過，就是越來越體會到祂的又新又活，又美又好，平安的

路。我們感謝主，還有很多人沒有走上這條路，「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禱告： 

天父，我們謝謝你的恩典，恩待你的教會和你的僕人使女，讓我們能夠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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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路上。這平安的路有的時候是死蔭幽谷，這平安的路有的時候是要開

刀，這平安的路有的時候會經歷突然而起的災難，主，但我們知道我們是平

安，蒙保守。主，我們如履平地、過乾地而去，因為那洪水雖然離我們就在

咫尺，但你大能的手把它擋住了，你的僕人、祭司站在那裡，讓我們過去。

求主恩待我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呂琪姊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