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命定
預備未來

講員：劉群茂牧師

約

書亞記是接續摩西五經
以 後， 記 載 以 色 列 人 進
入迦南地後所發生的事。
如果說出埃及記是代表離開，民
數記講到漂流，以色列人因著犯
罪與對神的不信，以致在曠野漂
流了四十年，約書亞記就是講到
進入。離開是起步，漂流是一個
過程，進入才是我們的目的。以
色列人進迦南，得了神向亞伯拉
罕應許的美地，約書亞記就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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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應許之地。

應許 得勝
約書亞記一共二十四章，第一
段是進迦南 ( 一至五章 )，講到以
色列人來到約旦河東邊，神奇似地
走過約旦河的乾地。第一站在吉甲
安營，為新一代以色列人行割禮，
並守逾越節。第二段是得迦南 ( 六
至十二章 )，過了約旦河之後，約
書亞就帶領以色列人南征北討，

整理：莊恩慈

凡他們腳掌所踏之地，上帝都賜
給他們，他們一共打敗卅一個王，
得了全迦南地。最後一段分迦南
( 十三至廿四章 )，講到征服迦南
地後，照神的話拈鬮分地。
約書亞記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重
點：1. 應許得實現。四百多年以
前，上帝就應許亞伯拉罕，要把迦
南美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永遠
為產業 ( 創十七 7-8) 。但是四百
年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連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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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拉罕要埋葬撒拉的一小塊土地，
都是向以弗崙買的。後來因著約
瑟，雅各全家七十個人離開迦南、
下到埃及，在那裡住了幾百年，
還成了埃及人的奴隸，似乎神對
亞伯拉罕的應許，不但沒有實現，
反而越來越遙遠。但是，上帝說
了就一定會實現，不管是時間的
延遲或環境的改變，人看起來多
麼不可能。2. 得勝、得產業。約
書亞學習接收神的應許，腳掌所
踏所帶來的戰爭，是靠神幫助我
們得勝的。

勿看環境
人生是一場爭戰，且要得勝、
得產業。只要你遵行神的道，神
為你預備的就是流奶與蜜的產業。
不管面對的是全球經濟的不景氣，
或是台灣連續十五個月出口的衰
退，上帝都要你經歷祂的恩典、
慈愛和豐富。

「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並
使他們在饑荒中存活。」( 詩卅
三 19) 若有人真的好像活在饑荒
中，要仰望神，因為神的話語說
必使我們存活。我們的人生前途
不在老闆手中，也不在你的工作，
而是在上帝手中。以色列人曾經
為奴，是位於社會最底層，但上
帝透過約書亞記告訴我們，就算
景況或位份已到谷底，上帝也可
以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受到
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有三種普遍
失敗的態度，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很多人對過去感到挫敗，對現在
感到沮喪，對未來感到茫然。但
是，神不要你一事無成、虛度人
生，所以，要起來拒絕挫敗、沮
喪、一事無成這三種負面態度。
有人認為命定就是無法逆轉的
結局，是命運、因果，無法改變
和掌握，這是一種宿命論。但聖
經提到的命定是從神而來，因此

一定是美好的。「耶和華說：我

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
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耶廿
九 11) 神向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意
念，「意念」的英文翻譯得更直
接，就是 plan( 計畫 )；而「平安」
則翻譯為 prosperous( 昌盛 )。上帝
對我們的未來，有一個成功昌盛
的計畫。

進入命定
神給我們的命定，不是自然而
然就能進入，而是必須作出選擇。
當上帝應許給以色列人迦南美地
的產業時，祂甚至差遣摩西回埃
及，把他們帶進迦南地。探子們
抬著一大串葡萄回來，大家終於實
際感受到神所謂的流奶與蜜之地。
這位擁有一切豐富的父親，也同
樣為我們規劃了成功豐盛的人生。
但是以色列人不注目在神的應許
之地，反而看見那地的民高大強
壯，完全不相信並拒絕神的命定。
我們也有人會對上帝的應許抱持
這種態度，在美好的應許中因為看
到困難，就選擇退縮、拒絕。以
色列人因為害怕冒險、不相信神，
就失去了神給他們的美好命定與
計畫；我們也會因為不信、拒絕，
對上帝說不可能，而失去神要給
我們的命定。
四十年後，新一代以色列人進
迦南時，上一代所害怕的事，沒

有一樣發生。上一代因為不信，
在曠野漂流四十年。除了迦勒與
約書亞，沒有一個進入應許之地。
就在新一代即將過約旦河，進入
應許之地之前，上帝要他們再一
次選擇自己的命定。因此，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命定，只能作
選擇，別人無法取代。「看哪，

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
在你面前。吩咐你愛耶和華─你
的 神，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
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
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神就
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
福與你。」( 申三十 15-16)

緊緊依靠神
神要你有成功的人生，成為祂
心目中的樣式，遵行祂的道，擁
有祂賜給你的一切。當你選擇跟
隨祂的命定往前，祂必會照原來
的應許賜福給你，但你必須先作
出選擇。新一代以色列人和約書
亞，對神作了信心的選擇，神就
成了他們的祝福。兩代的以色列
人，因為選擇不同，結果就不同。
原本是一群社會最底層的人，突
然變成超乎天下萬民之上，且讓
迦南地的人懼怕、心都消化，因
為他們選擇神，神就高舉他們。
在第一章，神對約書亞作了三
次「擔保」(5、7、9 節 )，若你希
望承受產業，並進入上帝的命定，
就要學習約書亞的四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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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屬神思想 ( 書一 1-9)
要承受產業首先要改變思想，
思想會決定作人的態度，以及做
事的方法。本章一開始就提到「耶
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讓人覺
得太黑暗、低沉，但這是人的思
想。屬神的人所見，應該是一個
驚天動地、全新的一代興起。所
以，摩西死了到底是好消息或壞消
息？端看你是從人的思維或屬神
的觀點來思考。神絕沒有壞消息
或壞事，因為聖經也告訴我們萬
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摩西死了似乎會使以色列人處於
險境中。他們尚未得地為業，眼
前又有高大厚實的城牆，後面則
是曠野和沙漠，既前進不得也後
退無路。對接棒帶領以色列人的
約書亞，更是一大難題，但是時
勢造英雄，危機也就是上帝預備
的機會。約書亞學習的第一件事，
是以上帝的眼光來看摩西死了這
個狀況。人會死，但是神永遠活
著，並且掌管一切。神親自跟他
說：「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
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 書一 5)
約瑟也有屬神思想，他曾對兄
弟們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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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為要保
全許多人的性命。從人看，他被賣
為奴、被害下監，但從神來看卻
完全不一樣。他看這些境遇都是
神的祝福並好機會；是預備高升、
進入命定的好機會。有人咒罵大
衛時，他也說由他咒罵吧，或者
耶和華見我遭難，就施恩與我。
有屬神的思想才能做正確的事，
以色列人害怕且錯過上帝的命定，
因為他們只用人的眼睛看事情。
尼希米時代，許多人不看好重
建城牆，但尼希米從神的眼光來
看，這不可能的任務，竟然五十二
天就建造完成。一個有神思想的
人只要有神，在他就沒有不可能
的事。神常常透過環境的轉變，
成為我們人生的轉變。危機對基
督徒而言，就是上帝為你創造的
機會。
二、制定屬神計畫 ( 書一 10-11)
有了神的思想，就要開始訂定
計畫，未來是屬於規劃且預備好
的人，不作計畫就等於計畫失敗，
上帝不要我們的人生失敗。箴言：
提醒我們沒有異象，民就放肆，實
際來說，沒有目標和計畫，又怎
麼知道要往哪裡去？要將時間和
資源往哪投注？美國有一篇很有
名的研究報告結果：1. 有百分之
二十七的人對未來沒有想法 2. 百

分之六十的美國人對未來有想法，
但很粗略、模糊，也許只是財務上
的規劃，卻不思考其他領域。3. 百
分之十的人對未來認真思考 4. 百
分之三的人不但認真思考未來，而
且寫下目標與計畫。這四種人帶
來的人生結局完全不同，深入研
究，發現第一種人，經過多年之
後，大多成為接受福利救濟的人。
第二種人大多數只能餬口，達到
收支平衡。難怪大多數人終其一
生，都在生存掙扎的邊緣。而第
三種人成為社會所謂的成功人士。
第四種人就是高度成功人士，甚
至是國家菁英。
上帝教導我們如何超乎天下萬
民之上，祂不在乎我們有甚麼背
景，只在乎祂對我們人生的命定。
重要的差別不是教育或才能，而
是對神給你的人生命定，要有異
象、使命、熱情和規劃，寫下一
生的計畫和目標。一個不愛讀書，
上學打混的孩子，因為沒有目標、
熱情，才會產生這種現象。如果
我們也沒有抓住神給的命定，就
很容易在追劇、吃喝、滑手機等
無聊的事上度過。找不到人生的
價值，也不知道生命要作何投資。
吳寶春原本是連一斤十六兩都搞
不清楚的人，卻能拿到新加坡大
學的 EMBA，新加坡大學為他改變
入學資格。美國華里克牧師 ( 暢銷
書《標竿人生》作者 )，寫書期間
每天花十二個小時，不斷修改覆
寫。但他說這是一件很紀律的工
作，他越預備就越有衝力。
計畫能幫助我們過一個紀律的
生活，也會離成功越來越近。「於

是，約書亞吩咐百姓的官長說：
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
『當預備食物；因為三日之內你
們要過這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
─你們神賜你們為業之地。』」
( 書一 10-11) 上帝再次提醒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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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應許之地已經賜下，但是必
須去得地為業，上帝不會白白地
交給你。這並不是易如反掌的事，
你必須起來去得著。

「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
你的一切籌算。」( 詩二十 4)
不做任何計畫，就沒有籌算，
也無法達到上帝要給你的成功。
箴言說螞蟻是無力之類，但是牠
卻有智慧，懂得在夏天預備糧食，
反而可以活得強壯、美好。有些
人活到老年，卻無法養活自己，
因為年輕時沒有計畫也不存錢，
只求小確幸和當下的快樂。耶穌
也說過，要蓋一座樓，必須先計
算花費。「你所做的，要交託耶
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 箴
十六 3) 最大的信心與安全感都在
那把鑰匙—交託耶和華。

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神在教導約書亞，縱然面對這
麼大的挑戰，身陷多麼艱困危急
的環境，焦點要放在神而不是環
境。約書亞遵行神的話，人生道
路就亨通順利，有神同在，即使
面對巨人高牆，也能剛強壯膽。

第三、深植神話根基 ( 書一 7-8)

華里克牧師曾說，生命越多充滿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
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
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
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這律法
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
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
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
以亨通，凡事順利。」 在這個緊
急預備打仗的時刻，上帝卻要他
謹守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
法。有的人認為，讀聖經是人生
很瑣碎的事，馬上要面對一個重
要的客戶，進行重要的業務報告，
或者要出國出差，你一定會將讀
經的順位排在後。謹記一個屬靈
原則，聖經不是在沒事，心情輕
鬆一點的時候才讀。當約書亞面
對他生死最重要的那一刻，上帝
要他謹守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
人生勝敗得失不在於你努力了甚
麼，而在於你將神的話存記多少
在心並遵行。詩篇一百廿七篇提
到，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

神的話，神就越想使你的生命成
功。要將我們的人生，完全建立
在神的話語上。
上帝一再向約書亞保證，能力、
才華與成功之間，沒有任何直接的
關係，成功乃奠基於對神話語的委
身。上帝給約書亞兩個遵行神話
的應許，首先，神說道路會亨通，
英文是用 prosperous，這個字就是
沒有失敗，只有成功昌盛。其次，
祂提到凡事順利，用 success 這個
字。凡你所辦的一切事上，有上帝
給你特別的智慧。許多時候我們
裡面總是有錯誤的認知，到底有
沒有作智慧的決定。巴菲特這位
股神，他總是有自己獨特的判斷，
他可以在最低點時買進冷門股，
兩天內賺了幾千萬美金。他說過，
眾人貪婪的時候，你反要懼怕；
眾人懼怕的時候卻要貪婪，這就
是眼光。父母們針對兒女的未來，
也是要求問神，一位屬神的人，
他的人生規劃絕對與別人不一樣。

第四、踏出信心的步伐 ( 書一 11)
經文提到三日之內要過約旦河，
到此約書亞必須放手一搏，他要
大膽地跨出去，要真正承受產業，
得應許之地，就要過約旦河。停
在約旦河的那一邊，夢想再大、
計畫再大、禱告再迫切，都是空
的、假的。很多人一輩子都停留
在禱告，沒有跨河的行動。
聖經說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
信心的第一步總是最難，亞伯拉
罕的第一步很害怕，摩西和基甸
都是，可是他們都在信心中跨出
去。但儘管害怕、沒有信心，仍
然要去做，你就會得著信心。
信心是一個動詞，面對你的懼
怕和約旦河，有甚麼重大的事，
是你必須跨越的？有什麼是使你
一直待在曠野，使你害怕不敢跨
越的？
神對約書亞說不要懼怕，也不要
驚惶，這是兩個會攔阻你完成命定
的仇敵，會使你錯過命定的產業。
恐懼使你不敢踏上上帝為你預備的
道路，而驚惶使你無法完成使命並
得地為業。我們必須跨出信心的第
一步，雖然很難，但勇敢面對恐
懼才能克服。想要得流奶與蜜的產
業，就必須要過約旦河。如果想要
進入命定，贏得未來，必須踏出信
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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