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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停住」 

／陳民本長老 

 

經文：約書亞記第十章 12-14 節 

「12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約書亞就禱告耶和華，在以色列

人眼前說：日頭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亞雅崙谷。13於是日頭停

留，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這事豈不是寫在雅煞珥書上嗎？日頭在天

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14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

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 

 

楔子：球賽與神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這兩天你的心裡面大概都不太會痛快，特別是昨天看到

了那個比數(※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隊以 0 比 14 輸球)，可能晚上都睡不著覺。

也許有人為中華隊禱告，希望上帝行個神蹟。14 比 0 算什麼？日月都停住了。 

  2012 年林書豪榮登全球百大影響人物的榜首，美國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的頌詞是「展現膽識、紀律與操守。」林書豪說：「球場的勝利是上帝從

創世以來沒有停止、沒有停止過創造的神蹟。」所以他以一顆敬畏的心打籃球。 

  我們今天從約書亞記裡面，日月停住的這個大神蹟，我們一起來學功課。我

們一起禱告：「天父我們一起來到祢的面前，求聖靈親自引領，讓我們在祢的話

語中被祢得著，讓我們聽的、講的同蒙造就，奉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約書亞：耶和華是拯救 

  約書亞原來的名字叫何西阿，在民數記十三章第 8 節，那裡摩西揀選了以法

蓮支派的族長何西阿，十二個族的族長他們去探迦南，在 16 節，摩西就稱何西

阿為約書亞，約書亞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耶和華是拯救」。其實耶穌原來的名

字也是約書亞，只不過避免跟舊約的約書亞弄混，所以後來在希臘文裡面就把它

變成、寫成耶穌，J-E-S-U，不是今天的英文 Jesus，應該唸成耶穌，所以聽起來

就和約書亞非常的類似。 

  約書亞在他的一生裡面我們看他過了約旦河、南征北討，他最大的特點是歸

一切的榮耀給上帝，因為這都是上帝的恩典、神所成就的。約書亞記的年代，前

前後後大概 20 來年，在西元前的 1473 年到 1450 年，那個數字會有些出入，不

過大概是在我國商朝的時候。這 20 多年，我們看到約書亞怎麼樣帶以色列人過

了約旦河，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時候，他們就是繞圈圈、繞城，一天一圈，到了第

七天就七圈，然後大吼一聲，城牆就垮了。 

  然而他們沒有遵守神的話，亞干看到了金子、銀子、衣服就把它收下來，所



以在艾城他們就失敗了，然而認罪悔改，神還是與他們同在，認罪悔改，神仍然

與他們同在。他們把耶利哥城、艾城逕行滅絕，所以其它城的人聽到這樣的情況，

心裡就非常緊張，這些小的國家就要聯合起來，組成聯軍來對抗以色列人。 

 

基遍人的詭計 

  因此我們來看到日月停住的這第十章的背景，就是上個禮拜謝牧師從第九章

裡面就提到了，基遍的老百姓，雖然基遍是一個大城，裡面有很多的勇士，然而

他們還是很緊張，所以他們就想一個辦法。其實就是到約書亞面前說：「我投降

了。」可不可以呀？也許他們心中想說，他已經離我們那麼近了跑去投降，他說

「不要！還是要殺你們！」哇～他們也許就很緊張。 

  所以他們就想一個辦法，穿了舊的衣服，酒袋都破的、是用縫補的，甚至還

帶了發霉的餅，表示什麼？他們從很遠的地方來，意思就是說：「唉～看我們老

遠跑來，來吧我們就跟你們立約，不要打我們好不好？」 

  他們對以色列人蠻有信心的，認為以色列人立約不打他們，他們就不會打，

所以他們基遍的老百姓也許有這樣的一個代表，就派他們來見約書亞，這樣的一

個計策主要就是希望能夠活著，基遍的老百姓希望能夠活下去。 

  在這個欺騙的過程裡面，以色列人有沒有發覺呢？有的，他們還說：「這些

人是不是就在我們這附近啊？」然而，他們來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就受了他們

這些食物，並沒有求問耶和華，於是約書亞跟他們就講和，與他們立約，容他們

活著，會眾的首領也向他們起誓。 

 

信守誓約 

  各位，假如有人欺騙你在先，你雖然後面寫了一個約，你會不會守這個約？

通常我們都會說：你先騙我，我也不守。這樣子剛剛好叫「都巧」。然而我們的

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以色列人他們知道上帝守約施慈愛，他們也信守所立的

誓，所以雖然識破了這個計謀，他們仍然謹守自己所起的誓。 

  以色列人與他們立約之後過了三天，才聽見他們是近鄰，住在以色列人中

間，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們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錄、基列耶

琳，四個城市。我這樣講的時候，你們大概都不會曉得在哪裡，吉甲在哪裡？基

遍在哪裡？都沒什麼概念，所以應該要待會用個地圖來給你們看。我們先把這故

事講完，以色列人識破他們，然而他們不能夠殺他們，就把他們當做劈柴挑水的

奴僕。 

 

基遍人弄巧成拙 

  好，因此基遍人投誠了，這個事情就代誌大條囉(台語)，為什麼？因為基遍

是個大城，而且是好幾個，而且基遍是一個重要的城市，是通往迦南平原，往海

邊的一個山隘的隘口，這麼重要一個城市，如果被以色列人拿下以後，他們就藉

著這個地方，整個就下來到了平原，那其它的國家就不用打了。 



  所以他們非常緊張，其它國家的人就非常緊張，因此有一個城市就是耶路撒

冷，那個時候的王，耶路撒冷王的名字叫做亞多尼˙洗德，亞多尼洗德是「我的

主是公義的」意思。講到「洗德」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麥基˙洗德，有沒有？

是，所以麥基洗德也是撒冷王，可能是相關的，麥基洗德的意思就是「我王是公

義的」，這裡是「我主是公義的」。 

  這位亞多尼洗德王，他覺得自己這個城市也不夠，以色列人這麼多人，因此

他就要組成聯軍，因為他們聽到以色列人進一個城殺一個城，心裡面非常害怕，

所以他們就組織起來。 

  亞多尼洗德就去另外找了四個王，就是希伯崙王何咸、耶末王毘蘭、拉吉王

雅非亞，和伊磯倫王底璧，這五個王合起來的聯軍要來攻打基遍，把基遍這個重

要的城市先拿下來、先下手為強，因此可以來抵擋以色列人的西進跟南下，這就

是這篇故事的背景。 

  基遍人要打仗囉！他們本來想不要打仗的，就是這樣弄了一個詭計要去投降

的，結果現在別人要來打他們，自己後面的人要來打他們，怎麼辦呢？好啦我跟

你們已經立了和約，他們就跑到吉甲找約書亞幫忙，向約書亞求救，希望約書亞

率領以色列人來幫助他們。如果我是約書亞，我就說：「你們先騙我，現在叫我

來救你？沒有這回事！自己去打！我不殺你們已經是好的了。」 

 

神為以色列爭戰 

  然而約書亞仍然信守誓約去營救他們，以色列人佔領了艾城、伯特利、再經

過基遍，就可以下來到達迦南平原，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地圖(※請見當日信息投

影片)，對整個環境做一些了解，吉甲是東邊，基遍在西邊，這樣的一個距離大

概是 30 公里，30 公里有多遠？大概從基隆到台北，並不算遠，所以當基遍人來

求約書亞派軍隊的時候，他們連夜起行，夜行軍，就從吉甲趕到基遍。 

  他們來到了伯和崙，為什麼呢？因為在伯和崙，有一個上伯和崙、下伯和崙，

這是個山隘，當他們上伯和崙的時候，這五個國家的聯軍就跟以色列趕來的軍隊

打起來了！五國聯軍打敗了，就從伯和崙的上坡往下走，走到伯和崙的下坡，在

那裏就碰到了下大冰雹，然後大冰雹打死的人，比他們在戰爭中死的人還多。 

  然後以色列軍隊繼續往前追的時候，這個時候你們剛才就讀到了，約書亞記

第十章 12 節到 14 節，那裡約書亞的禱告：「日頭啊，停在基遍吧；月亮啊，止

在亞雅崙谷吧。」所以基遍在東邊，亞雅崙在西邊，這樣的一個環境、這樣的一

個背景，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日頭月亮沒有下落，他們就繼續攻打，因此他們

就一直往南、一直往南，一直到了瑪基大，一直到了亞西加，就沿著(地圖上的)

紅線直接下來，這就是這場戰爭的情形。 

  所以山地跟平原之間主要的通道，就是伯和崙跟亞雅崙谷中間的山隘，這是

基遍他們所控制的，他們也在那裡相遇而產生了大戰，這些南方的王是聯軍，可

能聯軍最大的問題就是指揮沒那麼緊密，當然我們都知道上帝為以色列人打仗，

所以聯軍一定打敗。 



  以色列人連夜行軍，你想想看連夜從吉甲趕來，這真的是蠻累的，我不曉得

你們以前當兵的時候有沒有做過夜行軍？不過當兵偶爾有著一次倒無所謂，但是

他們這些人從晚上開始行軍，從吉甲過來，在天亮的時候，敵人還沒準備好、馬

上碰到，因此聯軍就敗了。 

 

凡事交托守約施慈愛的神 

  我們在這裡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當約書亞向上帝禱告說：「日頭啊，停

在基遍吧；月亮啊，止在亞雅崙谷吧。」我要是上帝，我說：「自己去想辦法，

你都沒問我。」各位我們常常有讀經禱告，我們有很好的屬靈生活，然而我們不

是大事小事都求問神，同不同意呀？大事交給祢，小事我做主。當然他們接納基

遍人這也不是小事，然而我們今天是不是如此呢？這是我們第一個要學的功課，

就是大事小事都要交在主的手中。 

  我們中間有醫生，你在替病人拔牙的時候有沒有禱告？說：「主啊，手交在

祢的手中，不要拔錯牙齒了。」當你開藥的時候你有沒有禱告？說：「主啊，我

藥不要開錯了。」大事小事都交給神，然而我們的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祂不會因

為你犯了一點錯，祂就對你生氣說：「我不管你了！」祂仍然守約施慈愛。 

  我們一起來讀約書亞記十章 8 節，我們同聲來唸請：「耶和華對約書亞說：

不要怕他們；因為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裡，他們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神的話是何等的寶貴，神的應許在約書亞的面前告訴他說：不要怕他們，因為我

已將他們交在你的手裡。 

  感謝主，今天我們不依靠神，以為自己還是有一點辦法，我有一點知識、我

有點能力，靠我自己也可以做－不，凡事依靠神。所以上帝再一次為祂的百姓作

戰，他們不只是打了一場勝仗而已。當這些聯軍從伯和崙下坡的時候，天上就降

了冰雹，把這些人打死，冰雹會打死人，那個冰雹一定是很大，可能比棒球還大，

所以他們就死了很多人，然而他們應該還有反撲的餘力，所以這個時候，約書亞

就開始禱告。 

  12 節到 14 節我們再唸一次來請：「12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

日子，約書亞就禱告耶和華，在以色列人眼前說：日頭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

啊，你要止在亞雅崙谷。13於是日頭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這

事豈不是寫在雅煞珥書上嗎？日頭在天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
14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和華為以

色列爭戰。」 

  誰為以色列人爭戰？(會眾：耶和華。)感謝主，這句話告訴我們，我們今天

在世上的爭戰，也是神在為我們爭戰，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可以打，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有能力，我們不要以為魔鬼…唉呀這用我的力量沒問題的。不要以為自己很

了不起，當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你就開始失敗了。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感謝主，神幫助他們，所以神蹟有沒有出現？有～神蹟就出現了，日頭在天

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各位請注意，「不」急速下落，不是月亮太陽就停

在那裡，它應該是走得比較慢，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約」有一日之

久，所以慢慢走、慢慢走，原來是一天的時間變成兩天，這樣以色列人他們就可

以進行徹底的掃蕩，因為耶和華為以色列人爭戰。 

  所以這次戰事以色列人打了很長的一天，原來是 24 小時一天，他們打了 48

小時，所以就把這些聯軍完全打跨了，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約書亞的信心是何

等的大。你敢不敢這樣禱告？「上帝呀，14 分，下一局給他們 18 分。」唉呀求

主幫助我們，我們的信心真的是沒有那麼大，白天的延長不是我們人可以做到，

只有神才能做到，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當然，這些以色列人雖然日子長了，天變長了，他們也要能夠打，要有體力

去打仗，不然的話他們也打不贏，所以他們有充沛的體力，上帝與他們同在，因

此不但時間延長了，體力也更充沛，因此他們就不至疲乏，所以最後他們就打勝

了仗。 

 

日月停住：以科學證明？ 

  好，我們來思考這個問題，日月停住的問題。我在準備這個的時候，我在思

考一個問題，就是當地球如果停住，如果地球不轉、停住的話，它會停在那裡呢？

還是會一直往下掉？約伯記裡面說，神將大地懸在虛空(約 26:7)，對不對？所以

不轉了也可能是懸在那裡，不會往下掉。 

  然而地球不轉，這在太陽系裡面整個就打亂了，月亮怎麼辦？它在這裡不但

太陽變慢了，月亮也變慢了，所以月亮繞地球怎麼辦？地球繞太陽怎麼轉？其它

行星怎麼轉？唉呀，這實在是一個沒有辦法去想像，這完全是天文學上根本不可

能的事情，我相信許多的科學家們來看這一段的時候，一定會一直搖頭。 

  然而英國的天文學家 Erwin Ball(Sir Erwin Ball)他就曾經算過，在太陽系裡面

缺少了 24 小時，我不知道他們怎麼算的，因為我並不是唸這個。我是唸海洋地

質，我們從船過必留痕跡，因此我們可以從一些痕跡裡面去尋找過去的一些歷

史，然而；地球轉都已經轉過去了，留下來什麼痕跡呢？ 

  耶魯大學的教授 Trotten(C. A. Trotten)他在 1890 年寫過一本書(Joshua's long 

day and the dial of Ahaz)，在上面說用天文來計算，整個地球的運轉少了 24 小時，

24 小時裡面呢，約書亞的那個時代，太陽月亮不急速下落大概有 23 小時 20 分鐘，

那還有 40 分鐘到哪去了？ 

  別急，還有 40分鐘呢？哦～原來希西家王那個時候，他不是多活了 15年嗎？

他也向神禱告，所以上帝就給希西家看一個兆頭，就是那個日晷，上帝說：「往

前還往後？」他說：「往前太容易了，那往後好了。」所以就往後退了十度，正

好 40 分鐘。 

  我們一起來讀以賽亞書三十八章 7 到 8 節，我們一起來唸：「7我─耶和華必

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8就是叫亞哈斯的日晷，向前進的日影往後



退十度。於是，前進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後退了十度。」 

 

神創造自然律，神蹟反自然律 

  我告訴你，我對這個不太信，我對他們這個科學上做的，我抱懷疑的態度。

當然我沒有那個本事去追尋，因為這是天文學的事情，你說：聖經上說的你難道

不信嗎？我相信！日晷是倒退了十度，太陽月亮是慢下來了，但是能不能在天文

學上找到證據，這是另外一回事情，因為神蹟本來就是反自然律，不是嗎？ 

  耶穌行的神蹟，水變酒，這本來就是不合自然律，我們中間化學老師，如果

有學生跟你說：水可以變成酒。你會說什麼？重修！自然律就是我們今天所看的

自然現象，然而神蹟就是反自然律，所以耶穌在世上行神蹟，證明他就是那自然

律的創造者。 

  因此我們來看，太陽真的停住了嗎？我相信不是停在那裡，是白天的時間延

長了，所以不管上帝用什麼方法，聖經這裡說得非常清楚，神用神蹟使這一日延

長，因為神的介入，使戰爭變得對以色列人有利，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13

節那邊說得很清楚，日頭在天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多久？一日之久。 

  原來地球自轉一圈是 24 小時，這個時候就慢下來了，變成 48 小時，我覺得

這個要去尋找它留下來的軌跡，或者一些證據，確實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真的

是在科學上面，在 19 世紀那個時候連電腦都沒有，能夠把這樣的事情找出來，

我相信一定在科學期刊上面會大登特登的。 

  沒關係！這個不重要，我們不需要從科學的角度上去證明，因為事情就發生

了。所以 24 小時變成慢下來，十章 14 節怎麼說？一起來：「在這日以前，這日

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感謝主，

上帝聽禱告，你大聲地向神呼求，上帝聽禱告，所以上帝既然已經向以色列人宣

告，要把敵人交在他們的手裡，上帝就為他們爭戰，因此上帝就行了一個神蹟奇

事。 

 

應許：信者必有神蹟常相隨 

  神蹟奇事是我今天分享的重點，我們福音派的教會都不太喜歡講神蹟奇事，

免得去跟人家弄在一起，因此我們很多時候生病要禱告、禱告要治病，大概都不

太好意思求牧師，其實神蹟奇事是哪裡來的？神的作為嘛！ 

  請我們一起大家來讀馬可福音的十六章 15 到 18 節，我們同聲來唸來：「15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他是誰？耶穌。他們是誰？

門徒。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這叫大使命，這在馬可

福音裡面寫的，這個大使命會怎樣呢？我們一起來唸來：)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

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耶穌說

的，然而他沒有停在這裡，他下面又說了一句話，一起來說：)17信的人必有神蹟

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18手能拿蛇；若喝了什麼毒物，也必

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唉呀我們常常是怕在後面這些，那些只是舉例說明，重要的是前面那句話，

我們再唸一次來：「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請問你信了沒有？唉唷，信的

人好少喔，你對自己信都沒把握，你信了嗎？信了。你有沒有神蹟？看，回應的

人更少。 

  耶穌說得很清楚，信的人必有什麼？(會眾：神蹟隨著他們)也就是說，你沒

有神蹟奇事，就好像沒信，信的人必有神蹟奇事，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玩笑話，這

是一個很重要的應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應許！在我們信的人身上。 

  其實你仔細去想一想，從你信主到今天，有多少神蹟奇事是在你的身上發

生？但是你只是說：唉呀運氣好，唉呀湊巧吧。運氣好、湊巧這是我們常常的藉

口，然而神蹟奇事常隨著你不是嗎？這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要把這些後面舉的例

子拿來說：我去抓條蛇來咬咬看。 

  這裡還有一個屬靈生活的重要法則，神蹟是賜給哪些人？(會眾：相信的人)

對，耶穌叫拉撒路復活：「拉撒路，出來！」(約十一 43)拉撒路就出來了，請問

這是不是神蹟？唉呀，大家看到耶穌這麼大的一個神蹟，不是應該都來信耶穌

嗎？結果祭司長他們準備要殺耶穌、準備抓耶穌，還要殺他，還要殺拉撒路，神

蹟在不信的人的身上，好像起不了什麼作用。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看到乃縵去

洗洗澡大痲瘋就沒有了，是不是神蹟？是，然而他還跑去問價要錢(列王記下第

五章)。 

  神蹟常在我們的四周，然而對信的人才有幫助，所以神蹟是賜給那些相信的

人。這些用作證據的神蹟，是我們每位信徒都會經歷過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們

不要只看到約書亞在那裡呼求神的時候太陽月亮就止住了，我們今天向神呼求的

時候，上帝同樣聽你的禱告，在你的身上行了神蹟奇事。 

 

學習的功課 

  所以我們要學的第一個功課就是這個神蹟是史無前例的，其實在你身上的神

蹟也都是史無前例的。約書亞的這個神蹟，日月停住的這個神蹟，在別的地方沒

有發生過，空前絕後。它是一個反自然的神蹟，剛才說過了，只要是神蹟，都是

一些反自然的，五餅二魚，給你五個餅兩條魚，再給你五千人叫你去餵飽他們，

怎麼可能？連吃那個屑都不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所以約書亞在神的面前迫切地禱告，迫切地求神，他有信心，因此信心的禱

告是何等的大，連太陽月亮都會停住，所以我們一起來唸這句話：「信心多大，

膽量多大，當一個人真正經歷神和相信神，他可以憑著對神的信心大膽祈求一般

人不敢求的事情！」 

  是，我們可以向神大膽地求，上帝聽，但是按不按照你的禱告來應許，那是

上帝的事情。你要記得，上帝一定聽，聽了沒照你的要求來答應你，一定有上帝

的目的，所以凡事禱告。 

  我們一起來唸這句話：「耶和華神垂聽禱告，為了神的榮耀，神必垂聽，正

如神垂聽約書亞的禱告一樣。」神也垂聽你的禱告，記得、記得，所以我們學兩



個功課，一個是什麼？(會眾：順服神旨意)第二個呢？(會眾：為神蹟感恩)對，

在你身上一定有神蹟，為神蹟感恩，好嗎？ 

 

建堂簡史 

  請問這是哪裡？這就是你們現在坐在裡面敬拜神的地方，我來講信友堂的故

事，因為我親身經歷，這是神蹟奇事。當有一群弟兄姐妹從上海來到台灣，和吳

勇他們一起在許昌街聚會的時候，他們覺得我們都是在上海的三間教會：閘北

堂、鴻德堂、清心堂三個教會的弟兄姐妹，來來來我們出來、自己在濟南路國語

禮拜堂下午在那邊聚會，自己聚會以後，他們就想：我們要有自己的聚會地方，

我們要建自己的教堂。 

  所以他們就奉獻，然後就派人去在信義路大安公園、現在大安公園原來的國

際學舍後面，買了一塊 400 坪的地。400 坪大不大？大喔，我們現在教堂的涵蓋

面積都不到 400 坪，400 坪很大。我就不曉得，當初像韓偉的父親－韓時俊長老，

像陳為平老牧師，這些人在禱告中，怎麼會上帝去叫他們買了一塊地，是不能蓋

教堂的？也許當初他們聽人家說這個將來可以申請到吧？他們居然就拿了錢把

那塊地買下來了。 

  感謝主，我們的神是守約施慈愛的，上帝沒有說：啊那自己買了活該呀，那

不能蓋教堂是你們自己的事情呀。但是別忘了，這 400 坪的地要維持下來還要交

地價稅，每年的地價稅，是蠻大一筆數字，到有個程度，他們說乾脆把這塊地捐

給市政府算了。有一個長老說：「不可以！這是上帝給的一塊地，難道就沒有神

的心意嗎？」那塊地就這樣一直被保留下來，每年交地價稅，甚至交了地價稅，

牧師的薪水都發不出來，那個時候沈牧師還沒來，政府要徵收，也不知道什麼時

候蓋、也不知道什麼徵收，都沒有說清楚。 

  1986 年，我到美國進修八個月，從七月一直到 1987 年的二月，1984 年韓偉

長老過世，1985 年我就被選為長老，那個時候還不到 40 歲，人家看我的時候我

都說：對不起，我不長也不老。 

  我們教會有個傳統，年輕的長老都當執行長老，我在 1986 年的年底就接到

了沈牧師的電話，說我被推派為執行長老，我說我才當一年長老，他說那是有任

務的，我說什麼任務？他說：「蓋教堂。」蛤～(台語)蓋教堂啊，有錢嗎？「有，

兩百萬。」蓋教堂要多少錢？「四千四百萬。」那我說還有沒有別的錢？「有，

一千萬的認獻。」那我說怎麼蓋？他說：「你執行長老，你回來自己想辦法。」

這我都記得很清楚，也許沈牧師已經忘了。 

  1987 年二月我回來以後，唉呀我們來個感恩，然後我們全部就到了華神去

聚會，然後這間房子鏗鏗空空就敲了，因為權狀的問題，因為建築執照的問題，

我們非蓋不可，不蓋就沒用了，那個時候還包括容積率的問題。唉呀，沒有錢怎

麼辦呢？那個時候又不能貸款，財團法人不能貸款。 

  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房子，1978 年從美國回來，交了七年半的貸款錢，已經

可以拿這個房子去貸款，所以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房子可以拿出來…咦！那也很好



啊，我們的長老執事裡面，有很多自己的房子，可以把他們借來貸款，我就找來

另外九位長老執事們，說服他們把房子拿出來貸款，每個房子貸兩百萬，所以我

們的兩千萬就開始這樣子建堂，鏗鏗空空大家在旁邊看，那個時候打樁，我們在

旁邊看得非常高興～感謝主！阿們！ 

  那時我就在想：錢在哪裡阿們？蓋到第三層樓灌漿的時候錢就沒有了，負責

財務的姊妹跟我說：陳長老，沒錢了。啊～上帝啊，我要怎麼辦呢？是不是再去

借十間房間？在禱告中：主啊你是豐富有餘的神，讓我看見吧。 

 

信友堂就是神蹟 

  有一天，鄭昭長老，他那個時候是財團法人董事長，跟我說：「錢下來了！」

我說什麼錢下來了？他說那個補償費下來了，我說哇真的？我以為補償費只有兩

三千萬，起碼可以渡過一些艱難的時間，他也沒跟我說拿多少錢，只說走走走我

們去領錢。到台北市銀行就去領錢，領了一張支票，他看一看以後就遞給我，我

想大概兩三千萬吧，一看，一億兩千萬。 

  各位弟兄姊妹，我們有多少的前輩們，我們不認識他們，他們奉獻金錢買那

塊地、交地價稅，一直熬、熬到我們建堂的時候，上帝就讓那個地變成了金錢，

使我們這個教堂重新以五千五百萬來做一個規劃，變成今天我們有三千人進出的

一個教堂。那裡面的錢，剩下的買了兩間牧師宿舍，一個是英語部，一個是國語

部，我們把錢奉獻給石牌信友堂，讓他們多買了幾間房子，我們買了內湖信友堂。 

  這些都是過去他們在主裡面所擺上，上帝沒有因為他們做的事情非常奇怪，

買了一塊是不能夠建房子的 400 坪的地，就責備他們，感動了長老讓那塊地仍然

持續保留下來，這些神蹟奇事今天都在你我的身上。 

 

  各位弟兄姊妹，必有神蹟奇事隨著我們，凡是信的人必有神蹟奇事隨著我

們，我們好好的去數算一下有多少神的恩典，多少上帝的保守和帶領在你的身

上，讓我們獻上感恩，所以我們最後一起來讀這句話：「當我們不顧一切艱難困

苦而挺身向前時，就會發現許多的難處早已被耶穌挪開了。」我們一起禱告。 

 

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祢，雖然許多時候我們禱告，祢沒有照著我們的禱告來應許，

仍然有祢的美意，因為祢與我們同在，祢怎樣應許、怎樣聽了約書亞的禱告，我

們相信今天祢也聽了我們在祢面前的呼求。主啊，求祢憐憫我們，饒恕我們，因

為我們許多時候不知道感恩，我們以為那是運氣，我們以為那是偶然的，卻不知

道祢常在我們的身邊，用祢的眼目看顧著我們，謝謝主，再一次堅定我們的信心，

因為在信的人必有神蹟奇事隨著他們，榮耀歸給祢，奉耶穌基督聖名，阿們。謝

謝。  

 

(洪國淵弟兄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