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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頭記」 

／葛迺駿牧師 

 

經文：約書亞記第四章 19-24節 

「19正月初十日，百姓從約但河裡上來，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東邊安營。20他

們從約但河中取來的那十二塊石頭，約書亞就立在吉甲，21對以色列人說：日後

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
22
你們就告訴他們說：以色

列人曾走乾地過這約但河；23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在你們前面使約但河的水乾

了，等著你們過來，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了，等著我

們過來一樣，24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

畏耶和華─你們的神。」 

 

楔子：睹物思人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先給各位看一樣東西，這是

大概幾個月以前我整理雜物櫃的時候，翻出來的一個小東西，這個東西是兩張照

片合在一起，然後把它護貝，做成大概是差不多捷運卡大小的兩張照片，然後上

面串個鐵鏈。這個東西的用處是什麼？其實是我的太太做的，大概在兩三年前。 

 

  照片上面是我們一家三口出去玩的照片，那麼兩三年前我們的小朋友剛進幼

稚園中班，那是他第一次離開媽媽，然後非常不適應學校生活，每天就在教室面

前一直哭、一直哭，不准媽媽離開。結果後來媽媽蠻聰明的，就想到做這樣一張

的紀念卡給他說：「你以後進教室如果想媽媽、想爸爸的話，那麼你就把這張照

片拿出來看，然後等媽媽中午來接你。」結果好像還蠻有用，過了差不多幾個月

時間，他慢慢的真的就適應學校的生活。 

 

  結果不知幾曾何時啊～小朋友漸漸不需要這張照片紀念卡片，幾個月前，我

在家裡垃圾桶裡面找到這一張卡片，我就趕快把它撿回來，現在我們的小朋友哪

需要這張卡啊。倒是我看這個上面我們去玩的這個紀念還蠻安慰的，我在想說：

「啊～過了幾年之後我退休了，大概這張東西能夠成為我非常棒的回憶的東西。」 

 

  其實我在想，不只小朋友他們需要看到一些東西，去聯想比較抽象的關心、

愛這些概念，有時候連我們成人都需要看到一些東西而去聯想到一些東西，怎麼

說呢？ 

 

為什麼要帶著石頭渡河？ 



  我們在今天的經文，約書亞記第四章，開始進入迦南之前，渡過約旦河，這

是第一個關卡，那麼渡過約旦河的時候，神很特別的祂將約旦河水堵起來，然後

讓祭司抬著約櫃在約旦河中間水乾的地方站著，以色列人就過去。過去了之後，

很特別的是在第四章的經文裡面，兩次記述了一件渡河時候發生，還蠻奇怪的事

情。 

 

  渡河就渡河唄～你怎麼會說兩次、兩次記著說你們過河的時候每個支派要選

一個人，總共 12 個支派，一個人去河裡面拿一塊石頭搬過去、搬過去、搬過去

－搬 12 塊石頭在你們紮營的地方吉甲放在那邊。為什麼？好問題。 

 

  約書亞記四章 6 節，這些石頭到底用處是什麼？原來，這些石頭是要給後代

子孫看的，日後你們子孫問你們說：「這 12 塊石頭是什麼意思？」第 7 節說原來

這些石頭要做以色列人永遠的紀念。看到這些石頭就紀念什麼東西？紀念一個抽

象的東西，紀念一件事情，紀念神使約旦河水斷掉，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神

的作為奇妙，你們看到石頭就要紀念神。 

 

「記」念？「紀」念？ 

  其實在聖經裡面講了好多次的紀念，那麼現在我們和合本的記念大部分都是

用言字旁的這個「記」念來寫，古一點的和合本其實他們把言字旁的記念跟糸字

旁的「紀」念有點分開，到現在都通用，意義差別不大。但是如果去看一些紀念

的經文大概、大概粗略地可以分成兩類。 

 

糸字旁的「紀」念 

  如果說是糸字旁的「紀」念，大概有一些經文，我們可以看到出埃及記二十

八章 12 節，出埃及記十三章第 9 節，出埃及記二十八章 29 節裡面講到祭司的以

弗得上面，穿著這個以弗得的上面的那個肩帶上面有兩顆寶石，這兩顆寶石叫紀

念石，紀念什麼？哦～在耶和華面前要做紀念，那麼你的手上要做記號，你的額

上要做紀念，後來就發展成經文夾，戴在額頭前面的、要做紀念。那麼亞倫進入

聖所時候戴著那個大大一塊黃金的胸牌也要在耶和華面前做為紀念、想起耶和華

等等的。 

 

  意思大概是說有一個看得見的東西，用這個看得見的東西，看到這個東西就

聯想到神、就聯想到神的作為、就聯想到神的話，去記得那個看不見的神、看不

見神的話、看不見神的命令，但是我看到這個東西，我就想到神，用意是在這邊。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的這 12 塊石頭也是這樣子的用處，當我一看到這個石頭，不

管哪一個時代看到說：「我就想起耶和華在我們中間行了大事，帶我們進迦南。」 

 

  各位去過聖地考古之旅的，我想應該是很多，請問你們去的時候，約旦河旁



邊現在那 12 塊石頭在哪裡？有人看過嗎？它不是要做永遠的紀念嗎？永遠？現

在在哪裡？後來耶和華對著我們人說，祂之後再也不用把祂的話寫在石板上、刻

在石板上用石頭做紀念，祂要我們永遠把祂刻在心版上。你真的要讓一個人記得

你、想起你、回想你的話，你不用刻在石頭上，你應該是在他的心裡面這才是真

正的紀念吧？是的。 

 

言字旁的「記」念 

  有一些「記」念講的就是記得、就是記住、就是回想，譬如說創世紀四十章

23 節，約瑟跟他關在一起的那個老友、那個酒政後來出獄的時候就不記念約瑟

－忘記他。記念什麼？忘記他了，他想不起他來了。出埃及記二章 24 節，神聽

見以色列人的哀聲就記念祂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約。 

 

  所以「記」念在其它的地方，特別是言字旁的「記」念有時候指的是什麼？

就是想起、就是記起、就是回想起的意思。士師記八章 34 節，進迦南之後沒過

幾代，以色列人不記念耶和華，什麼意思？忘記耶和華拯救他們脫離四圍仇敵之

手的。 

 

  人真的這麼健忘嗎？真的耶！約書亞記四章 21 節，我們再看到，再重申一

次，第二次告訴他們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這些石頭在約書亞記四章 24

節裡面是：「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要萬民－不只以色列

人，要萬民記得神的手、耶和華的手是多麼的有能力。 

 

遺忘：外邦的保護機制 

  現在腦神經科學比較發達，醫生告訴我們，有時候記性不好是一件好事，有

時候忘記其實是一種保護的機制，譬如說有些人在遭遇很大的一些創傷或者是很

大的一些打擊之後，他會把這些事情全部忘掉，因為他日子要過下去呀！不然這

些創傷在他心裡面，他每天沒有辦法生活，所以身體就有一些機制把這些非常大

的痛苦創傷忘記掉。 

 

  這件事情就發生在埃及法老王身上，主前大概 1440 年左右，這些聖經學者

他們推想出埃及那個時候，大概是在主前 1440 年的時候，那時候的埃及王叫什

麼名字？有幾個說法，有人說那時候的埃及王叫做 Tuthmoses 三世，或有些人是

說 Amenhotep 二世，也有一些人說是別的。不管怎麼樣，去查這幾個王的歷史，

他們相關的歷史，你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沒有提到過十災、沒有提到過長

子全部死掉、更沒有提到所有的禁衛軍精英部隊被紅海淹死的一切都沒有提到，

只有在聖經裡面提到。 

 

  你怎麼去做考古比較呢？這在其他文獻都沒有啊？其實我們可以合理地理



解，這是一個保護機制。如果你是埃及王的話，被以色列人慘敗了這麼多次之後

回到你的國家，你會希望你的臣民每天在你旁邊說：「啊呀我們的軍隊全部被滅、

唉呀你的長子死了、唉呀我們有十災…」他希望這些事情重複聽到？不要！所有

這些事情一概連史官都不准再提，我不希望任何人再提到有關這些以色列人的事

情，我不希望再提到所謂耶和華的這些事情，全部給我停掉，我不想再聽到。這

是他的保護機制，這是他刻意遺忘。 

 

  但是，耶和華要以色列人－他們(埃及人)忘了沒有問題、他們不知道也沒有

問題、後代不曉得都沒有問題－你們(以色列人)要記得我的作為。所以當子民們

看到這 12 塊石頭的時候，其他民族不曉得沒有問題，但是你們(以色列民)不可忘

記，神的手大有能力，神的手不只打擊埃及王，神的手還打擊了亞摩利王、西宏

和噩(四 23)，當你們進入迦南地的時候。哦～原來這個遺忘是一個對外邦的這些

被打敗的耶和華的敵人來講，他們選擇的一個保護機制吧。但是以色列人的記性

就好囉？那也未必。 

 

肚子若不餓(台語)，上帝隨風飄 

  另外一種遺忘的機制呢，這在咱們台語有時候就講說千萬不可以讓你吃太好

欸(台語)為什麼？如果讓你吃太好，你就開始在嫌鹹嫌淡、啊不然就開始在喊燒

喊冷(台語)意思是，如果讓你每天過舒服日子，你就忘記誰給你吃、誰給你穿，

就開始嫌東嫌西。是這樣嗎？是的～ 

 

  士師記三章 7 節，士師記是他們進入以色列之後，不管、不曉得經過幾代、

才沒幾代，以色列人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行什麼惡事？忘記耶和華－他們

的神。他們做什麼？去侍奉諸巴力與亞舍拉，巴力、亞舍拉是誰？迦南人說：「地

出這麼多的土產、天降這麼多的甘霖、這麼多的牛羊繁殖起來，這些全部都是巴

力神跟亞舍拉女神所賜下給我們的。」 

 

  以色列人怎麼說？說：「喔～是喔，那我們來拜它吧。」耶和華早就忘記了，

才經過幾代的時間，他們就是吃太好，就忘了耶和華。詩篇裡面、先知書裡面有

好多次、好多次的經文告訴他們：你們千萬不可忘記耶和華的作為，不可忘記耶

和華的恩典，你們要起來告訴你們的子孫，叫他們仰望神，不可忘記祂的恩典。

人真的是很容易遺忘，怎麼辦？ 

 

石頭：同在的提醒 

  我們教會裡面有一位爸爸，他的小朋友裡面有一位在學習方面有一點點的障

礙，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所以在學校的學習、家裡的學習都會遭遇一些困難，沒

有辦法集中，也沒有辦法好好坐在那邊。所以他從小這個爸爸就花很多時間去陪

這個兒子、跟他互動，現在這個兒子已經上小學。 



  那麼爸爸每次在他旁邊的時候跟他講話，這個小朋友就比較注意力集中，他

也能夠讓自己提醒說要學東西、學數學、寫字都比較能乖乖在那邊。但是爸爸一

不在，譬如說爸爸事務繁忙而且身兼數職，然後沒有辦法陪他到學校去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在學校裡面就很容易晃神、很容易走來走去、很容易不注意。於是這

個爸爸怎麼辦？ 

 

  哦～我覺得這個爸爸應該讀過約書亞記第四章，所以給他一個智慧。他有一

天就從家裡面，他家是有石頭的，他撿了一個石頭放在他兒子的手裡，跟他講說：

「兒子啊，你現在到學校去上課的時候，你把這顆石頭放在你的口袋裡面，然後

你在上課的時候，老師在講課或者要你們寫字的時候，你就手伸到口袋裡面握著

那個石頭，當你握著那個石頭的時候，就像爸爸現在握著你的手、握著石頭的這

個手一樣，你就想－爸爸在你旁邊陪你。」 

 

  好像蠻有用的，這個小朋友每次只要一要晃神或者在學習中，他手就伸在口

袋，握著那個石頭，就像爸爸好像在旁邊陪他一樣。約書亞記四章 21 節，對以

色列人說：「你們的子孫之後問你們說：『這些石頭是什麼意思？』」原來這些石

頭是要提醒他們，耶和華陪著你們，在你旁邊。 

 

耶和華必然等候 

  23 節，耶和華你們的神曾經讓約旦河水乾了，講到祂在陪你們的時候，特

別提到兩次：是「等著」你們過來。原來耶和華一直在等你們過約旦河，不只是

你們這一代，而且從前在我們使紅海乾、分開了的那個時候，耶和華也在等我們

這一代。約書亞告訴他們現在後代的這些子孫們，耶和華叫你們看見這個石頭的

時候，想著耶和華就在「等」著我們，講了兩次等著我們，耶和華需要等嗎？ 

 

  神創造時空、神超越時空、神需要在時空裡面等嗎？等的這個字眼對祂來

講，對祂的本性來講是很可笑的一個字眼，你有沒有想過神說要有就有、說要立

就立，祂創造了時空、祂超越時空、祂不受時空的限制、祂處在永遠永遠的現在、

祂立於無限遠處之外。那麼請問祂為什麼要用這個時空限制的名詞、這個很可笑

的字眼說：我「等」你們過來，我「等」你們過來？ 

 

  我們想著，神如果真的要讓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什麼，

對一個全能神來講？各位，你們看過電視吧，你們現在電視應該都有遙控器吧？

我要從動物星球頻道換到旅遊生活頻道，我怎麼做？我只要按一下遙控器，我就

馬上能夠非洲大草原換到歐洲的凡爾賽宮，只要我換一下，時空一下就換了。 

 

  神如果要以色列人真的從埃及進入迦南地，祂需要把他們老遠的從埃及這樣

子麻煩地把他們領出來，然後走到曠野，然後又設雲柱給他們，又燒火柱給他們，



然後再把紅海撥開，然後再把約旦河水切切切切…請你們過來，等、等他們一代、

等他們兩代，等不是 40 天；等的是 40 年。好不容易讓他們進來，然後耶和華告

訴他們：「我等你們好久，等了兩代，我需要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燈

～♫」(諧音「燈」，仿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等什麼？神到底在等什麼？ 

 

神的等待即是祂的同在 

(靜默 25 秒後)  

  各位，我不是忘了下面要講什麼，我是在等各位想「神在等什麼？」這個問

題。神這位超越時空的神，祂非常願意花時間等每一個時代的小孩長大，明白一

件事情，祂等著他們長大，明白神每一天神永遠與他們同在的這件事情，他們要

花一輩子的時間去學會這件事情：「神與我同在，而神願意等這件事情，願意等

他們明白，願意等他們明白神與他們永遠同在。」神的等待就是神的同在，祂在

等我們明白。 

 

  40 年以前，當神領他們到迦南地之前，讓他們的探子進去裡面看進攻路線

是哪一條，結果沒想到這些探子們回來在講的一件事情：「唉呀我們跟那個迦南

人比簡直是什麼？牙籤比雞腿呀～我們真的是蚱蜢比巨人哪～不要去打呀～」他

們看見那邊人長得好像很高大，就忘記那個沒有形體、看不見的神，比那些看得

到的巨人更大的神，早就忘記了。 

 

  這位看不見的神，用看得見的嗎哪、用看得見的雲柱、用看得見的火柱、用

看得見的紅海奇蹟，引他們一步一步一步現在從埃及走到迦南地準備進入，神的

能力、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是他們每天都看見的，但是當這些以色列人一看到那

些高大的巨人時，馬上把這些事情全部忘得一乾二淨。他們只看到敵人，沒有看

到神與他們同在，這麼健忘嗎？真的非常健忘。 

 

  這些上一代的事情，只剩下約書亞跟迦勒這兩個人記得，現在帶領的這些曠

野寶寶，是從來沒有見過神的神蹟的這些人，他們忘記神的作為了，當這些人看

著這 12 顆石頭的時候，約書亞就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忘記神的作為、你們不

要忘記神在等你們、你們不要忘記這是神與你們同在的記號－這 12 顆石頭。」

神願意等，等以色列人成長，等以色列人認知到神的全能、應許跟祂的豐富供應。

神不但等以色列人，神在等每一個世代的子民－都是沒有長大的孩子，每一個時

代的子民，神都在等你長大，認知到一件事情－祂永遠與你同在。 

 

我知神總與「我」同在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回想一下吧，生命裡面有多少次？在你生命低谷的時

候，神應許你鼓勵你說：「我與你同在。」但是又有多少次因為環境、因為敵人、

因為壓力、因為失望、因為你的灰心喪志，你問一個問題說：「神啊，祢到底在



哪裡？神啊，祢到底有沒有看到我現在的情況？」神在哪裡？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提醒我們自己：神等我們不斷的在長大、神耐心等著我們長大。 

 

  如果我們是這麼健忘的話，我奉勸各位也許我們每個人都要去找一顆石子放

到我們的衣袋裡面，每一天上班、每一天上學、每一天出門的時候，手就伸到衣

袋裡面去摸那顆石子，提醒我們一件事情：「神現在就與我同在，不管我看到誰、

不管我遇到什麼事情。」 

 

  當這種神同在的知覺成為習慣之後，你會發現我們的生命品質真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不一樣了。或許我們仍然會遭遇打擊，或許環境也會跟我們作對，但是

我們會發現我們內心的力量一天新似一天，我們越來越不憂慮了，因為我們體認

到一件事情：「在我裡面的，比在外面的更大，神與我同在。」 

 

  有時候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突然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尋常的日子

裡面，突然會有一個非常高大、滿身穿著盔甲、金光閃閃、身高大概三公尺的人

擋在你面前，太陽看不到，你以為是日蝕，因為他擋住了，他告訴你他的名字叫

哥利亞。有時候你的健康報告醫生告訴你的消息，有時候銀行的通知告訴你的資

金突然有缺口，有時候甚至你收到法院的傳票告訴你有人告你了，一些你意想不

到的事情，甚至撒旦的攻擊都會化身成這個巨大的哥利亞擋在你面前，他只跟你

講一件事情：「我今天要取你的狗命！你所有奮鬥的東西我都會把它奪回來。」

你怎麼辦？ 

 

  害怕？恐懼？戰兢？是的，但是請你千萬不要忘記，把你的手放進你的口

袋，去握著提醒你的那顆小石頭，那顆石頭提醒你：「神與你同在，神比這個哥

利亞更大。」當你體認到神與你同在的時候，你會發現這顆石頭就直直地飛出去

－打到哥利亞的腦門，他當場倒在你面前，跨過他的身體，迎向下一個生命的關

卡吧。 

 

  請記得，「你」，你是神的子民，請記得神與你，「你」，同在，請記得不要懼

怕，請記得不要驚慌，請記得無論你往哪裡去，請記得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這是你生命反轉最大的一個祕訣，就是認知到神與你同在，認知到神與你同在。 

 

敬畏神所設立的「約書亞」 

  約書亞記四章 24 節，你就要永遠敬畏耶和華你的神，當這顆石頭提醒你認

知神的同在，你心裡就充滿了敬畏，而「敬畏」這個字我們再回到前面一點點的

章節裡面去。約書亞記四章 14 節，耶和華使約書亞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尊大，在

他生平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從前敬畏摩西一樣。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到迦南

地之後，他就已經不是約書亞了，他已經變成摩西了，摩西過去、他現在是新一



代的摩西。 

 

  而以色列人在約書亞記一章 17 節裡面告訴約書亞說：「我們從前在一切事情

上怎麼樣聽從摩西，現在也照樣聽從你，願耶和華神與你同在像與摩西同在一

樣。」神親自告訴約書亞、在他們進入迦南地的第一天就告訴他們，你生平的日

子沒有一個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為什麼？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照樣與你同

在，我不會撇下你，我不會丟棄你。 

 

  哦～原來神設立約書亞作百姓 leader的用意是什麼？是要讓百姓一看到約書

亞就想到神與約書亞同在，那麼神與約書亞同在，現在我看到約書亞、我跟約書

亞同在，那請問神在哪裡呀？神現在也與我同在，因為我看到約書亞，所以我就

想到神同在，我想到神的同在，心裡面就充滿了敬畏，站在約書亞面前，我心裡

就充滿了敬畏神的這個情愫，我知道神的同在我就敬畏神。敬畏這個看得見的約

書亞，同時就是另外一種紀念，就是敬畏看不見的神。 

 

  弟兄姊妹，今年一月份我的主管換人了，他不只是我職務上的主管換人，他

其實也是我屬靈生命的約書亞，我當敬畏他。你會問我說：「跟前任的那個摩西

比，你覺得怎麼樣呢？」我在想…well, yeah, 這個約書亞他好像長得有點太高了

對不對？是，長得太高的人通常可能不太懂得謙卑嘛？這個屬靈的約書亞他長得

有點太黑了吧？太黑的人也許內裡不太潔淨對不對？NoNoNoNoNo！各位，我個

人對他的評價、我個人對他的喜好、我個人對他…都不算什麼，他今天最特別的

一點是神設立他當我的屬靈領導人。 

 

  神設立約書亞不是因為約書亞有什麼優點，他的任何優點可能都比不上摩

西，他的謙卑也可能比不上摩西，但是他最特別的，都不是神選擇他的一些特點，

最特別的一點是：神就是選他做我的屬靈領導人，我就當敬畏他。所以對我來講

很好的一個操練是每當我看到這位新主管的時候，我會走到他面前說：「謝牧師，

謝謝你，提醒我－神同在要敬畏神。」這是我當有的態度，就像以色列人對約書

亞當有的態度一樣。 

 

因神同在，我不懼怕 

  當我們面對神的同在，會有兩大認知跟改變，第一個向度是越來越敬畏神，

第二個向度是越來越不怕人！詩篇五十六篇，詩篇一一八篇，詩篇五十六篇的第

11 節、第 4 節都講到說：「11我倚靠神，必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4我倚靠

神，必不懼怕，血氣之輩能把我怎麼樣呢？」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人

能把我怎麼樣呢？想一想，各位弟兄姊妹，如果連我站在神的面前都能夠存活的

話，那表示神接納我，神是與我同在，那些與神為敵的血肉之軀他們能把我怎麼

樣呢？ 



  我不知道你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會很怕你那個、那個很機車的主管？或者是會

很怕你那個、那個白目的同事？或者是很怕那個奧客(台語)、那個客戶？或怕你

的先生、怕你的太太、或怕很多人？各位弟兄姊妹，不用怕他們，我們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也是神所創造的，但是我們絕對不要怕他們，因為神是與你同在的，你

是屬神的子民，不要忘了神與你同在。舊約裡面有太多的經文提醒各個時代的子

民，你要不怕人，不怕生活。不懼怕的秘訣是什麼？體認到一件事情：神的同在。 

 

  創世紀二十六章 24 節，耶和華向以撒顯現說：「不要懼怕！因為我與你同

在，要賜福給你。」申命記三十一章 8 節，摩西告訴約書亞：他的領導秘訣是什

麼？耶和華必在你面前行，祂必與你同在，祂不會撇棄你。約書亞記第一章一開

始第 9 節，神親自跟約書亞講：「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因為無論你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歷代志上(第

二十八章 20 節)大衛鼓勵他的兒子所羅門說：「當剛強壯膽去行！不要懼怕，不

要驚惶，因為耶和華我們的神與你同在。」耶利米書一章 8 節：「不要懼怕他們，

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太多太多的經文，因為時間的

關係，就不報告給各位，請自行參閱聖經，我需要做一個結論。 

 

敬畏神的同在，無懼怕的生活 

  主是幫助我的，我就不懼怕，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當我什麼時候記得敬畏

神，那一刻開始，就是我不再害怕人的開始了。弟兄姊妹，請你記得一件事情，

請千萬記得，我不知道你教會裡面屬靈領導人是哪一位，你當敬畏帶領你的這位

屬靈約書亞，要敬畏他，因為他是神所設立的，提醒你神與你同在，他是這個「表

徵」，他提醒你要隨時敬畏神，他是這個紀念，他是這個神所設立在你生命中的

第 13 塊石頭。 

 

  另外一方面，也請你相對的記得，你絕對不要害怕你的敵人，因為耶和華與

你同在，請你記得你的敵人早晚有一天會在神面前倒下去的，因為耶和華與你同

在。我們開始過一個免於恐懼的人生吧！從我們手上握著那個紀念石，從我們的

心裡開始紀念神的同在，而在我們生活中開始過一個敬畏神的同在的生活開始－

我們的人生就從此不再一樣，我們一同禱告。 

 

禱告： 

  親愛天父，賜福給我們的弟兄姊妹們真的是因祢的同在而得福，在世上我們

沒有所懼怕的，因為我們有你在我們旁邊，有祢在扶持著我們，我們是安全得無

比，我們享受祢的同在，我們跟隨祢的同在，我們以祢的同在為榮，靠祢的同在

而活，求祢賜福給我們，我們在此禱告，乃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洪國淵弟兄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