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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二），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们要

谈的主题是「战无不胜的勇气」。 

 

请翻开你的圣经，和我一起翻到乔舒亚记第一章。作为这个信心大家庭的一分子，我要告

诉你，我是非常感谢上帝。当我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念你们。无论如何，我

不只是想念和大家在一起的敬拜，而且我为了能参与神在我们中间，以及借着你们的生命

所做的工而感谢。我们有很多要一起学习的地方。过去两堂课谈到我们去城门区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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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要互相挑战，来祷告和求问神，看衪要带领我们搬进东湖区或城门区。我希

望你已经在为这件事祷告了。  

 

你知道，我收到一些电子邮件说，他们为了这件事通宵祷告整夜不睡，但是这是一件值得

这样祷告的事情。如果你仍然没有祷告，并且得到答案，请求问神说：「祢要我，或是我

全家搬去东湖市或大门市吗？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祷告，那代表什么呢？你想一想，那表

示我们不信任神。我不是说神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搬家，但是我们必须在某一个时刻，

愿意说，「我愿意照祢想要的去做。」因为如果我们不愿意，那就表示我们信任我们的小

区，学校系统，以及我们能营造出来的安全感，胜过我们信靠神自己。 

 

神配得我们的信靠。衪是美善的。我们不必害怕问神，「你要我做这个吗？」因为衪是我

们的天父。衪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和给衪。衪不要把最差的给我们。衪要给我们最好的，所

以我们永远不必害怕去问神，「祢要我做什么？」没有附带条件，我做什么都可以。 

 

这是福音的美丽之处。我们没有在信仰中掺杂任何东西。这就是基本的基督教信仰。耶稣

说，「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必须放弃所有的东西。」你必须否定你自己。背起十字架。你

必须对你自己，对你的主意和想法死。你对那些而死。如果你是基督的跟随者，你要对那

些东西而死。耶稣说，「跟随我。」 

 

这就是福音的美丽之处。记得马太福音 13:44。 不要忘记马太福音 13:44。有一个人走过

田野遇见一个宝藏，这个宝藏的价值超过他所有任何的东西。没有别人看见这个宝藏，所

以他把宝藏藏起来，然后他做什么？他变卖所有，经文说他欢欢喜喜地去做。他欢欢喜喜

地放弃一切所有。人们来对他说，「你是疯子。你在做什么？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卖

了。」而他说，「我要去买那块田地。」 

 

果真如此，「你真是疯了。你为什么要买那块田地？」他面带微笑看着他们说，「我有一

个预感。」因为他心里知道他发现的东西值得失去其他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找到

一个人值得我们失去所有的东西。所以不需要抓住这个世界的东西和追求。在基督里我们

有最大的满足，喜乐，欢欣，比任何事更有价值，甚至比所有最好的东西加起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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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这就是相信福音，也因此没有空间给坐礼拜的基督教信仰。我们最不愿意做的事

就是保留一个座位。我们要把福音活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抛弃美好，舒适的美国梦，彻

底的放弃我们的生活来追随基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衪比我们曾经抓住过的，所

有的东西都更有价值。 

 

所以让我们一起为这个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真诚地为这件事祷告，让我鼓励你这一周在

与主同行的时候，省察为什么你还没有说，「神啊，如果这是你要我们去做的，我，我们

将会去做。」然后我们把自己当作一张空白支票交到主的手中。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因

为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 

 

今天的讲道先停在这里。 

 

我们在上一堂读过《普世宣教手册》。在上一堂结束的时候，我们为文莱祷告。我猜我们

当中有些人不知道有文莱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在马来西亚东边，四十万人口的小国。现

在，在文莱主要人种是马来人。在文莱的马来人有多少基督徒呢？零。百分之百是回教

徒，而且他们竭尽所能地来确保这个状态。 

 

一个基督徒甚至不能进入这个国家拜访。圣经不准进入这个国家。每一个学校的宗教课只

教伊斯兰教。而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你和我，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家中，有这

个机会为福音在文莱的突破，为福音和基督的荣耀进入文莱而祷告。我们必须跪下来为全

世界祷告，那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在上一讲为文莱，布基纳法索，喀麦隆，柬埔寨，加

拿大和中非共和国祷告了，我们正在为全世界祷告。 

 

第二，读完全部神的话语。我真是喜爱我们的读经所带给我们的，特别是当我们在思考神

要带我们去那里的时候。我不可能计划的这么好。读圣经的果效真是很好。我们正在读全

部神的话语。 

 

第三，花时间在其他的环境。让我再一次鼓励你报名参加一个全球性的旅行，今年去北美

或海外某一个地方，去进入其他福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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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暂时跳到后面的主题。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印度，但是我要确定大家都很清楚，印度不

是我们全球传福音唯一的地方。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去其他地方。所以不论是个人，家

庭，小组，都为这件事祷告，好吗？神哪，祢要我们去哪里呢？ 

 

第四，把我们的生命委身在小区增长。我们为神的荣耀影响万国的方法是培养门徒。那是

在关系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们必须策划在小区推广福音。那就是小组的功能。所以如

果你没有加入小组，让我再说一次，加入一个小组吧。 

 

第五，为一个特定的目的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提供资源给教会使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奉献金钱，减少我们各人的预算，就可以给更多的钱。作为一个教会，我们的预算好像一

个信心的家庭，我们提供资源给世界上有迫切的属灵需要与实际需要的地方。我们的资源

目前被集中使用在两个地方：本地，伯明翰市中心区，以及东湖市和大门市。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如何奉献我们的金钱在印度地区。为了「基要实验」这个事

工计划，我们从预算中拨一百五十万出来。如果你还记得，教会和长老们成立了两个团

队：一个是为当地的；一个是为全球的。团队是由长老，同工，和教会会员所组成。我们

深入研究，「要如何善用我们的钱，在伯明翰迫切属灵和实际的需要上？」这个团队告诉

我们在东湖市或大门市所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分配了将近四十万元去做。另一个团队则告

诉我们，我们在印度能做的事情。我们把一百一十万七千多元，集中在印度迫切属灵和实

际的需要上。 

 

当你看到这两个数字，明显地你看到在百分比上的差异。给印度的百分比要比给当地的高

出的许多。那并不等于说我们在乎印度超过我们在乎伯明翰。而是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资

源，不只是钱，还有时间和精力在伯明翰。因为这是神拥有我们的地方。我们住在这里，

每天我们都有机会成为衪在这里作工的一部份。而且，也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印

度。 

 

我们会有其他的机会去印度。你会在下一堂课听到那些分享。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印

度，好像我们去是中心一样。当你想到这里，在印度有极大的需要。我是指，就每一个人

分配到的钱来说，我们花在东湖市和大门市的钱比花在印度多得多了。我要请你们来思考

印度那里的极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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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情况是这样的。印度这个国家有十一亿人口。似乎是十一亿不同的人。时常当我们

想到印度，我们会想说它是一个国家，所以一眼望过去都是一样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印度是一个多层面，不同语言，不同种姓阶级，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的集合

体。印度是很巨大的，但它不是一个整体。每个地方看起来都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复杂

的国家。一个国家有十一亿人是有很大的需要的。 

 

世界的百分之四十一的贫穷人口在印度。这不是很令人吃惊吗？几乎世界上一半的穷人在

一个国家里。在印度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比全美国的人口还要多。乡下是非常贫穷的，

两个月前我们去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人生活在一天五角美金的景况中。几乎没有清洁的水

源和卫生设备，使得疾病快速地传播。 

 

在孟买市内，我们在一处靠近达拉维贫民窟的地方。达拉维贫民窟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之

一。一百万人住在大约四百亩的地方。为了要给你一点概念，这里附近有一个布洛克高

地，想象大约一百万人住在一半多一点布鲁克高地的面积，还不到整个小区，一百万人挤

在里面，十万个街童，廿万人有艾滋病，公共卫生极差。 

 

需要之大是令人惊讶的。它像排山倒海，震耳欲聋一样。今天如果这个情形发生在布洛克

高地，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信仰充满没有意义的东西，也不会为自己增添更多的东西。我

们要说的是，作为一个信仰的家庭，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事实。我们不能再对真相

装聋作哑。我们要为了他们的缘故，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而你们正在这么做。我为了神的恩典而赞美衪。作为一个信仰的家庭的一份子，衪活在你

里面。当我们研读雅各布书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好吧，这有什么好？」我们说我们相

信这个福音，而我们对全世界的弟兄姊妹说什么呢？「去吧，我愿你平安。愿你吃饱和穿

得暖。」但是对他们实际的需要一点也不帮助。所以我们在「基要实验」的计划中，一开

始就投入伍十万美金，作为第一期的经费。表示我们愿意有分于满足迫切属灵与实际需

要。我们透过「至善协会」与二十一个小区中的二十一个教会一起合作，那些地区的孩子

的存活率比其他地区的儿童存活率低。所以我们要提供迫切的物质需要，透过当地教会宣

扬福音和彰显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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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你思想这些庞大的数字，巨大的需要，还要加上你个人的信心。我要把一位母亲

介绍给你们。她参与这项事工计划。我要请你听她的见证。我要让你看到上帝恩典的明

证。 

 

 

我的名字是吉祥。我住在印度。我是接受儿童生存计划的其中一位母亲。在我知道这项计

划之前，我很需要帮助。当时我怀孕了，而且有太多东西都是我的丈夫和我的家庭无法负

担的。我知道我无法供应我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我觉得非常没有盼望。 

 

当我来到计划所在地，我收到了一个怀孕母亲所需要的每一样东西，而且我开始学习如何

更好地照顾自己和家人。在那时，我也听到神。我以前从来不认识耶稣。但是透过这个计

划，我听到福音，开始一点一点地信靠神，甚至经历到神迹。 

 

我记得带我生病的孩子去看医生，他得了黄疸。医生没有任何办法。医生说，唯一的希望

是去找一家能够治疗这个病的医院。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祷告了整个晚上。我含着眼

泪祈求神医治我的儿子。我知道我儿子的病是在我的掌控以外。在这段时间神教导了我许

多事。要信任衪和依靠衪的力量，无论如何对衪要有盼望。 

 

赞美神，我儿子终于开始好转。在我参与这个计划之前，我觉得自己与社会隔离，而且我

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家里的情况。但是现在我喜欢出去，在我的小区中认识朋友。小区中的

一些妈妈们甚至来找我咨询。 

 

能够照顾我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成长，是一个从神而来真正的祝福。神非常有恩典的祝福

我们家。如果有任何事我能请你帮忙，就是请你为我的家庭，以及住在印度这里所有的母

亲，孩子，和家庭祷告。为这些人的救恩祷告，愿基督能在印度被传扬。我非常感谢支持

这个计划的人。我知道当我说「谢谢你」，是为所有这里的妈妈说的。 

 

 



Página (Page) 7 

 

我喜欢这个分享。你想一想那幅画面。有一个女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基

督，居住在一个许多小孩因为家庭无法照顾，而被人口贩子被卖掉的环境当中。在一些我

们去的小区中，因为家庭不能照顾和供应，小孩干脆被丢掉。当那个女人发现她怀孕了，

她知道她无法照顾这个孩子。然后她发现有一个教会愿意服事她，一个你和我有机会亲密

相交的教会。现在她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抱在怀中，分享她如何认识福音，而且她要我们

为基督的救恩被传遍整个印度而祷告。 

 

这真是好。我为福音在你里面而赞美神。这就是整个图画。所以随着我们已经完成的，我

们来到这一刻说，「好吧，我们在 2010 年能够做更多吗？所以我们的团队开始审视大印

度地区。就像主带领我们在东湖区和城门区所做的一样。主带领我们更专注在印度北部的

需要，因为我们发现印度北部更需要儿童存活计划。我们合作的对象大部分都在印度北

部。所以我们开始关注印度北部，六百万的人口，分布的范围从德里到加尔各答，广大的

印度北部，跨越恒河平原。 

 

除了那些我们已经有的合作伙伴以外，有两个使我们特别关注这个地区的原因。第一个原

因，这里有广大还没认识主的人口。在印度北部，福音派基督徒的比例低于 0.5%，这是

一个很宽松的估计值。低于 0.5% 。这并不是说，印度南部就有很多基督徒，而是指，印

度南部的基督徒比印度北部的基督徒要多而已。想想看，在六亿人中，99.5％的人不认识

基督，他们将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罪受审判。而且那还不包括在那 99.5％的人中没有听过福

音，没有接触过福音的事实。 

 

换句话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位救主，可以把他们从他们的罪中解救出来。印度北

部到处都是没有接触过福音，没有与神立约的群体。广大的失丧人们。当你进入一些村庄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里，基督的名从来没有被宣扬过。在那些偏远的乡村，那里的人从

来没有听过福音。 

 

因此，当我们进到那些村庄，我们去那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第一次有福音传给

他们，福音第一次在那里被人听见。然后你再看看像德里或加尔各答这些人口集中的地

区。想象一下，你看到到处都是人。在这些人当中，可能就有信徒，就有一个人知道基督

的爱与和平。但是在那些村庄中，你看到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真是不可思

议。失丧的人真是何其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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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一提的，你们看到印度的女人，她们的额头中央有一个点。那个点叫做「吉祥痣」。

通常是一个红点，但也不是都是红色的。基本上，那是一个文化装饰，但是也有宗教上的

意义。人的前额是智慧的中心，这个痣就是向你敬拜的神明祈求智慧的祷告。这个痣也有

避凶趋吉的效果。但是，在今天，比较多是属于文化装饰。你也会在孩子身上看到这个

痣，但是你看到的是黑色的痣。在她们的前额有一个黑色的痣。黑色的痣有许多含义，但

是，比较多是属于文化习俗。当我们追溯这个吉祥痣的由来的时候，在过去是一种迷信，

具有宗教上的意义，但是，这只是印度众多的宗教现象之一而已。 

 

在印度北部，有广大失丧的人。第二个因素是迫害。我在这里要很小心地来解释这句话。

我并不是说，这是整个印度的情况，整个印度北部充满了迫害信徒，威胁信徒生命安全的

事情。而是在印度北部有一些极端迫害信徒的事情发生。你到印度西北部，靠近巴基斯坦

的地方。你会看到穆斯林的好战份子迫害基督徒。我们大约在一年前去过那里。回来之后

与大家分享过，更早几个月前我们有机会遇见的一位弟兄，塞缪尔，他太太被她父母下毒

害死，就因为她跟随了基督。这是很真实的。在印度西北部，极端迫害事情发生在穆斯林

地区，在别的地区像奥利撒州，迫害来自于印度国家主义者。一些印度国家主义者烧房

子，打人及杀人的图片甚至上了新闻。在印度真的是有一区一区的极端迫害发生。有的地

区没有那么激烈，但是迫害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在祷告。这个地方有迫切的属灵需要，也有迫切物质的需要。我们能做什么呢？

当面对如此庞大的需要，我们真正的能做什么？我们会在下一堂课中深入探讨更多的细

节。接着我要告诉你，这一百一十万元在印度做了些什么事情。 

 

首先，我们在上百的村庄展开第一次的福音工作。我们和当地的信徒同工。我们和当地教

会配搭，帮助他们在上百的村庄展开第一次的福音工作。我们与印度当地植堂的弟兄姊妹

同工，今年将会有上百的村庄会第一次听到福音。这是第一个异象。 

 

第二，训练上千名的当地教会领袖。教会会友，领袖，植堂者。我们透过几个不同的管

道，来训练印度当地的教会领袖。我们在当地的联络人在上周传给我们一个消息，是关于

阿尼尔的。他是一位 22 岁的弟兄。他在印度参与我们的短期训练。到去年为止，阿尼尔

已经开始了 17 个门徒小组。其中三个已经发展成健康的家庭教会。那么，我在去年作了

些什么呢？透过这个成长中的网络，由于阿尼尔在教会的带领，超过两百六十人来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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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其中许多人已经受洗了。阿尼尔现在带领一群家庭教会领袖，神正在使用他来大大地

扩张衪的国度。 

 

所以阿尼尔的行动，鼓励我们要兴起成千上百个像阿尼尔这样的人。我们去这些族群，兴

起教会领袖。我们会透过地方教会提供食物，饮水，以及医疗给成千上万的人。我要再一

次的强调，关键是要透过当地教会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透过「至善协会」与这 21 个教

会合作，做儿童生存计划，然后我们要进入实行这些计划的小区和村庄，在那里教会将会

有饮水提供给这些母亲，孩子和他们的家庭，但事实是这些村庄没有干净的水源。所以我

们开始确认有哪些村庄需要清洁的水，以及我们如何提供他们干净的水。所以我们正在一

起努力提供这些村庄清洁的水。今年的成果是将有成千上万的人有食物，水，以及医疗照

顾。 

 

最后我们要给数百万人有机会接触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由于这个异象，数百万人今年将

有机会接触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我会在下一堂课谈到更多的细节。我要你在这里停一

下。我要请你看那个异象，停下来问这个问题，这是值得的吗？这值得我们放弃我们舒适

的生活和计划，完全改变在我们的文化中经营教会的方法，减少我们的自我娱乐和纵容，

而为了从迫切的属灵与实质的需要中得到更多基督的荣耀。这是值得的吗？我为了你们说

「是」而赞美神。你们都说了这是值得的。为了基督的荣耀这值得放下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想停在这里。我要请你一个见证，是关于我们在那里的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所遇到

的一个牧师。我要请你听他谈到一切的需要以及严重性，我也要请你们听他说福音的希

望，和福音满足那些需要的能力，以及福音的迫切需要，以及如何参与那里的工作。 

 

录像播放 

 

我的名字是桑吉尔。我所牧养的教会是我祖父创立的。很巧合的，它来自一个伯拉罕家

族，那是指最高种姓的一员，是神职。那真是很讽刺的，他成了基督门徒，并且建立了一

个教会。今天，这个教会和儿童生存计划有密切关系，他们联合来对抗贫穷，传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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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茶园的印度，大部份人住在部落地区，一年通常做六个月的临时工，一天赚取

五十七卢比，那比一美元多一点。在过去十年当中，许多茶园关闭了，许多人变成没有薪

水，没有医疗，没有任何东西。这是这个地区每天要面对的许多挑战之一。许多家庭被像

疟疾这样的疾病所影响，也受胃病所困扰。由于不良的下水道系统和不清洁的饮水。时常

当一个家庭成员生病了，他们负担不起药物。 

 

当家庭不能负担生计时，常常他们会卖他们的小孩。结果孩子被贩卖到尼泊尔，印度，孟

加拉国，和阿拉伯国家。未经父母同意小孩被带走也是常见的，许多女孩就被强迫成为娼

妓。 

 

透过儿童生存计划，我们知道当我们影响了孩子，我们就影响了母亲，当我们影响了母

亲，我们就影响了整个家庭。当我们影响了家庭，我们就影响了整个小区。最终我们要把

福音传到这些家庭。我们要和这些母亲分享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教他们圣经故事以及如

何祷告。 

 

在这里，我们的教会在成长。许多人听到神和衪的救恩，他们就来信靠耶稣。然而，要我

们的人公开宣称对基督的信仰是有许多挑战的。这在一个家中可能造成问题。通常家庭会

和转向基督教的成员脱离关系。请为印度的教会祷告。祷告教会的成长，以及基督徒继续

在他们的家中和小区中展现神的爱。 

 

谢谢你们与我们同工。谢谢你们的祷告。我知道我们一起来做，情况可以不一样。 

 

录像结束 

 

所以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去做，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迫切属灵与有实质需要的地方活

出福音，那不是容易的。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两堂课前我们谈到惧怕信心。当你想一想，

在伯明翰没有许多地方比我们所专注的地方，更有迫切属灵与实际的需要。在世界上也没

有许多地方比我们所专注的地方，更有迫切属灵与实质的需要。这个需要是具挑战性的，

不可思议的－从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来看，最好找一些成功希望比较大的事去做，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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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阻碍不像这个如此险峻的。这就是我非常感谢神的，今天衪带领我们来看乔舒亚记第

一章。 

 

乔舒亚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缘，放眼望去的一块土地有不少于卅一个不同的王和他们的军

队。他们已经在沙漠中流浪很久了，他应该要带领这些人去战胜每一个王和他的军队。这

是他上任的第一天，所以神来找他，听衪如何说。我要你每一次听到神对乔舒亚说，「要

刚强」或「要壮胆」就在底下划线，每一次看到都要划。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乔舒亚，说：「我的仆人

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

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

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

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

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

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

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

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

与你同在。」 

 

三次。你划了三次线。你当刚强壮胆。为什么神对乔舒亚说了三次「你当刚强壮胆」呢？

因为乔舒亚吓得要死，而且这都是神的设计，当他往这块土地看过去，他会想这是不可能

的。 

 

这就是在我们前面的画面。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被设计放在一个从

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要害怕的处境。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想要过一个美好，舒

适的，基督徒版本的美国梦，放纵，满足和娱乐自己，我们自己可以做到而不需要神。但

是当我们面对我们四周以及全世界最深，最黑暗的需要时，那么我们就会需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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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那一刻对乔舒亚说话，衪说，「你当刚强壮胆。」当你站在边境上，面对卅一个王和

他们的军队，勇气要从那里来呢？首先，你必需信任神的应许。神应允摩西要给他这地。

事实上，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看 3， 4， 5 节几乎和申命记十一章 24， 25 节神对

摩西所说的话一字不差。 相同的应许。 

 

这应许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这地。」对雅各布这样说；对

艾萨克也这样说。神说，「我要赐给你这地。」对摩西说，「我要赐给你这地。」而现在

衪对乔舒亚说同样的话。神已经把这地赐给他。 

 

第一次我们看到，「你当刚强壮胆」是在第六节。衪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

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我已经起誓应许赐给他

们，我已经应许要赐给他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应许赐给你们了，那不只是说神已

经给你这地，而且神已经向他保证这地。毫无疑问的。神而且说出了细节，从这个地区到

那个地区，都是你的。在乔舒亚记这意味着以色列将取得这地，但也意味着这地已经属于

他们了。神已经给了保证了。 

 

神借着衪的应许来保证这地，这里有一个附记，注意到第一章这里，神没有解释这些战斗

的细节，战争要怎么进行？ 

 

有时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吗？当我们遇到未知的事情和困难的事情时，有时我们不是想知道

这件事会如何成就吗？我们想知道所有事情的细节。如果神能够对我们解释会发生什么

事，那会使我们在过程中更有信心。但是你要知道，神不是都会给我们解释，但是衪总是

给我们应许。信心来自于衪给的应许，以及衪是信实的，祂会在所有景况中引导和带领我

们，好显明祂对那些应许是信实的。 

 

所以他的勇气来自于信任神的应许。第二，他必须遵行神的命令。第二次我们看到「你当

刚强壮胆」是在第 7 节。衪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

一切律法。」这个「律法」是指律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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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画面是乔舒亚服从神的命令。当你读到乔舒亚，很有趣的是，你会注意到以色列在

应许之地的成功，从来不在于他们敏锐的军事策略，或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的成功总是

在于顺服神的话。当他们顺服神的话，他们就胜利。当他们不顺服神的话，他们就失败。

当他们顺服时，只需要一些人吹奏一些音乐和大叫一天而城墙就倒塌了。但是当他们不顺

服的时候，就是他们最强大的军队也不能拿下最小的城。 

 

勇气不是来自于遵循这个世界的方法。勇气只来自于遵循神的话。这是我们将会看到乔舒

亚记所显明的图画。 

 

所以神对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在第 8 节，「总要昼夜思想，」旧约关于

思想的观念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你把你的心思意念锁定在神是什么和神说了什么。所以

神说，「乔舒亚，神的话必须在你心中，把你的心思意念必须定睛在神的话语上。」但是

那不全是「思想」的含义。「思想」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是「喃喃自语」。 

 

我喜欢这幅图画。默想是指你要发出声音来做的事。你要读出声音来。你要喃喃自语神的

话，当你喃喃自语，读出声音，它就会生根印在脑中，心中，和你的生命中。所以神的话

必须在你心中，以及神的话必须在你口中。 

 

读这段话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被提醒乔舒亚带领人的权柄完全基于他对神话语

的服从，以及他说神的话。事实上我们作为牧师，和教会的长老，我们的权柄是基于神的

话，而不是遵循人的道路。如果我或其他的领袖要弟兄姊妹去做任何神没有吩咐的事，那

么我们没有那样的权柄。 

 

但如果是神的话所指定的，我们有完全的权柄往前走。他必须遵循神的命令。勇气来自于

遵循神的命令。你知道当你遵循神的命令，和信任神的应许，你就可以有勇气。第三，他

必须依靠神的同在。 

 

第三次神说，「你当刚强壮胆」下到第 9 节，衪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与你同在。」衪早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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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祂

是说同样的事，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你不是独自前往的。 

 

这是很重大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乔舒亚应该吓得要死。如果他是靠他自己，他有吓得

要死的理由。同样的如果你搬入市中心区，重新调整你整个的生命，如果你是靠你自己，

你应该吓得要死。但是你不是只靠你自己，我们不是只靠我们自己，乔舒亚不是只靠他自

己。有神的同在，非但不会吓得要死，乔舒亚可以笃定会胜利。 

 

想一想，他甚至还没有打第一场仗，而他就被保证会赢得这全地。那真是好消息。这是一

个了不起的安排，当全宇宙的神告诉你，「在你和第一个王打仗之前，你已经胜利了。」

那真是太好了。 

 

当你有神的同在－在罗马书八章。神若帮助你们，谁能敌挡你们呢！那是勇气，依靠神的

同在。最终归结到他必须信任神的应许，遵循神的命令，依靠神的同在。所以他必须为神

的荣耀而活。 

 

我要你和我很快地翻到乔舒亚记廿四章。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要告诉你一点。你在

翻圣经的时候，和我一起思考。乔舒亚这个名字是从他指向神。你记得在较早的经文中发

生名字的更改。乔舒亚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是拯救或释放。但他的名字改成乔舒亚，

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耶和华释放」。这是第一次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一个名字很明白

地给与某人， 包括了耶和华在名字当中， 而这是有原因的。 乔舒亚的整个一生是为了要

指向主拯救与主释放的事实。 所以这周当你读过经文， 看到乔舒亚一天又一天地带领百

姓， 你知道最终不是乔舒亚带领百姓， 而是主在带领这些百姓。 不是乔舒亚给的胜利， 

而是主给的胜利， 这是整个的要点。 

 

当你来到乔舒亚记结尾的廿四章， 他们进入了这块地， 神对祂的子民说话。 我要你圈起

来每一次你看到神用第一人称代名词， 我， 来提到祂自己。 有一次你看到祂用第三人称

代名词， 他， 在那里他也是指祂自己。 

 



Página (Page) 
1
5 

 

看到这里， 乔舒亚记廿四章 2 节。 乔舒亚对所有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如此

说。」所以神在说话， 听神说些什么。 

 

『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神，我

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

把艾萨克赐给他；又把雅各布和以扫赐给艾萨克，将西珥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

各布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

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 

 

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

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

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

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争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

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 

 

那时，摩押王西拨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珥的儿子巴兰来咒

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

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

人、赫人、革迦撒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争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

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

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你得到要点了吗? 神说，「我做了这一切。」这就是要点。 神给乔舒亚这地的方式是只有

神才能给的荣耀。 你想一想， 在耶利哥城的第一仗， 为什么神设计了那个作战计划来夺

取应许之地的第一个主要城市? 在所有可以用来宣战的军事策略中， 在乔舒亚记六章神对

乔舒亚说，「召集你的音乐家们连续几天演奏一些曲子。」你可以想象乔舒亚到军营中， 

看到满满的人期待着作战的机会， 而对他们说，「这场战役我们要交给负责音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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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的，「他们已经练了几首曲子， 所以这几天他们要演奏。 然后， 这是我们的计

划， 有一天我们要大声呼喊， 然后城墙就会倒塌了。」 

 

那真是很奇怪。 为什么作战计划是这样? 别搞错了。 神在整个历史中做祂所做的。 祂在

组织， 计划祂百姓的事情， 所以在末了祂可因为所发生的事而得到荣耀。 因为当他们拿

下那个城市， 就像祂在乔舒亚记所说的一样。 让我告诉你， 你所没有看到的。 你没有看

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去到喇叭手们那里， 告诉他们这个礼拜他们真是太捧了。 例如，「劳

福， 我从来没听到你吹得这么好过。 你准确地吹到高音 C。 那真是太棒了。 你们这帮人

真是了不起。」你会看到人们在说，「只有神能够完成这件事。」当你活着是为了神的荣

耀， 你会有勇气。 现在， 这就是在乔舒亚记里的图画． 

 

最后一件事我要读给大家的不是刚才所读的。 现在回头一下来看整个救赎历史的景象。当

我研读， 默想这节经文， 我不得不想到另外一个我们已经谈论过很多次的经文。  

 

我要你和我一起很快的翻到马太福音廿八章， 我要你和我一起想一想， 那天当耶稣和门

徒站在山上。 祂就要离开他们， 差遣他们进入这个世界。 这些人被赋予把福音带到世界

地极的责任。 说到他们吓得要死， 耶稣看着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

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

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想一想， 那天这些话不只是对这些门徒们说的。 当我们正视伯明翰城中区的脸孔， 以及

印度庞大的需要， 这些话今天也同样驱使着我们。 所以我想对大家说， 基于这节经文，

我们已经看到旧约的光照， 弟兄弟姊妹们， 让我们宣告这个神的应许。 天上和地下所有

的权柄都赐给祂了。 那是一个应许。 神已经给了耶稣权柄来统管所有的人。 

 

在这一点上耶稣拯救万民， 顺便一提， 乔舒亚翻译为希腊文是耶稣。 这里的画面是耶稣

拯救， 耶稣释放。 祂代替我们，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们， 祂已经战

胜了罪， 死亡， 和坟墓。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 祂就要升天去天父那里， 在天父的右手边

被高举， 并且祂说，「统管所有族群的权柄都属于我了。」神已经给祂统治和管理所有族

群的权柄。 所有的族群， 万膝要跪拜， 而且有一天万口要颂扬祂是主。 因此， 那是说神

已经保证了我们在所有族群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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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启示录第五章， 祂有权柄。 祂已经买赎了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男人和女

人来。 启示录第七章， 有一天每一个族群都会有代表来到宝座前， 为了祂的救恩唱诗赞

美祂。 这表示你和我能够到任何一个印度的未得的族群， 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进入数以

百计的未得的村庄，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当我们进入不同的族群时， 有人将会相信， 从每

一个族群都会有人来到宝座前。 

 

那就是信心。 那就是大信心。 那就是成功。 喔， 那就是成功。 乔舒亚第一章是如此的被

扭曲了， 祂对成功和昌盛的应许被用来为成功福音辩护， 那完全不是福音。 成功不是定

义在多少房子， 车子， 东西， 或是你的升迁或是有进步。 成功是奉献你的生命使福音传

遍所有人， 藉此来发掘神的旨意。 神已经赐给祂权柄， 保证我们成功。 所以让我们宣告

这个神的应许， 然后让我们顺服神的命令。 走出去而且建造门徒。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进到伯明翰城中区， 也进到印度， 让福音随时在我们的嘴唇上。 让

我们每走一步都传讲福音， 让福音经常在我们的嘴唇上， 愿福音在我们的生命中。 愿它

被显明出来， 弟兄姊妹们， 我们相信福音， 我们谈论它， 我们做出来， 我们宣告它， 

而且说明它。 让我们顺服神的命令， 我们知道我们的成功不是基于我们多有创意或是多

强壮， 我们的成功是基于我们有多顺服。 

 

让我们顺服神的命令。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神的同在。 同样的应许，「我会与你们

同在。」同样的应许， 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与你同在。」祂对艾萨克说，「我会与你

同在。」他对雅各布说，「我会与你同在。」他对摩西说，「我会与你同在。」而且他对

乔舒亚说，「就像我与摩西一样， 所以我会与你同在。」这是同一位神，祂现今在这里， 

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整个教会说，「我会与你们同在。」 

 

那真是很好。「我不会离开你们。 你们离开本家进入艰难的地方， 我永远不会离弃你

们。 你的每一步都会经历我的同在。」从世界的观点， 我们应该小心行事。 也许我们应

该退后一步， 缩小规模， 避开艰难的地方， 因为那会有危险。 如果我们是自己去， 那就

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只要我们信任神的应许， 顺服神的命令， 那我们就确保神的同在。 

有了神的同在， 我们不需要小心行事。 有了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冒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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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要小心说这一段。 我不想让大家太紧张。 或许有一点紧张， 但是不会太紧张。 我

不是说为了冒险而冒险。 我不是说要冒不必要的险， 不合智慧的险， 而是说要抛开我们

身上那种属世智慧的险。 如果神的应许在那里， 神的命令叫我们去做， 而且有神的同

在， 那我们就可以冒险向前。而且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会有胜利。如果神的子民在神的真

道中迈出去，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勇气和信心。因为神乐于显明衪是强壮的，以及衪的特质

是真实的，乔舒亚，摩西，与亚伯拉罕想要和我们做同样的事。 

 

所以让我们传扬神的荣耀。说实话，站在这个山上的人不是最优秀的。如果你要组一个最

强的队伍，他们不是种子球员，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然而这就是最美之处。我们并不是

依靠这些人。他们站在山顶上是因为他们的软弱。 

 

老实说我们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我们也不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有

知识的人，我们也不是世界上最有恩赐的人，我们也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知道世界

上最富有的人，就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文莱的国王。也没有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你们没有经验最丰富的牧师。你们没有拥有最多东西的牧师。我们不是亚拉巴马州最有影

响力的人。我喜爱亚拉巴马州，但我们不是并世界的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使徒行传四章 13 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

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神哪！愿这个教会的人看到

那些小人物的勇气。而且注意到那些人知道伟大的神的同在，把他们造就的远比原来的他

们更伟大。所以让我们进到伯明翰城门区，和有庞大需要的印度，以及其他地方，让我们

带着心中的祷告去做。神将万国赐给我们，使用只有祢得到荣耀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