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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站在約旦河岸，讓我再次思想在那裡曾經發生過的偉大

時刻，尤其是約書亞如何帶領整個以色列民走入新的命定。

事實上，這幾年來，我經常想到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得著應許

之地的故事。 

 

在曠野漂流四十年後，以色列終於抵達目的地迦南地。從許

多方面來看，這代表某種重大轉變，因此以色列人需要改變

他們的思維模式、態度和行為。在越過約旦河後，以色列人

需要採取新的方法，因為過去在曠野能派上用場的做法，在

這塊新的土地上都不再管用。這為我們所有人都上了寶貴的

一課。 

 

上帝興起約書亞成為以色列領袖，標誌以色列即將發生的戲

劇性轉變，從曠野的游牧民族部落，搖身成為迦南地的勝利

征服者。 

 

這樣的奇蹟式轉變是出自上帝的作為。在以色列人跨越約旦

河的日子，他們就在應許之地歡慶第一個逾越節。當時還未

攻下耶利哥城，他們獻上以色列地的出產來慶祝逾越節 

(Pessach)，卻突然發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被稱為天使麵包

的嗎哪祝福自此消失。 

 

「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

不再有嗎哪了。那一年，他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約書

亞記 5:12） 

 

 



 

在許多方面長遠來看，人們期待這樣的改變，因為現在的日

常飲食變得更加多樣變化，不過最大的變化是以色列現在需

要播種，採收與耕種土地。如今，在田間和果園裡。作物的

播種時節與採收都需要運用新的作法，以獲得每年的收成。 

 

同時在軍事戰略上也出現巨大變化，從只需要在曠野抵禦外

來入侵者，到現在以色列人需要採取攻勢，征服新的領土。

從在貧脊的荒漠裡過著跟隨上帝的遊牧生活，到現在上帝要

他們攻佔堅固城邑，並在分配到的土地上安身立命。 

 

因此，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百姓跨越約旦河時，他要求以色

列人將眼目注視約櫃，並跟隨約櫃的引導，「…知道所當走

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約書亞記 3：4b）。

等在他們前頭的是全新的做法和經歷。因此，以色列人需要

帶著新的信心與盼望。從某些方面看來，他們需要新的神學

觀，因為發現自己處在和父親一代截然不同的救贖歷史典範 

。 

 

在曠野漂流四十年間，以色列活在「盼望延遲未得」的光景。

今天，有許多基督徒也活在同樣的光景中。他們滿足於生活

在屬靈曠野，但這絕非上帝真正為祂兒女預備的心意，雖然

他們註定會有一段曠野漂流時期。不過上帝原先是要他們直

接進入應許之地；但因為以色列人的不信，才帶他們在曠野

裡繞遠路，這是他們旅程中的重要一部分。有時，上帝會帶

著你我經過曠野，因為這些時期比起祝福和豐盛的時期更能

影響與改變我們。 

 



 

 
 

然而上帝從沒有打算讓以色列人在曠野裡度過他們的一生。

一整個世代的人在這個不結果的地方漂流了四十年，最後倒

臥在曠野，這是出於上帝公義的審判。 

 

當然，這段時間他們仍然經歷上帝的保守、供應和信實。聖

經中提到，他們的衣服沒有穿破（申命記 8：4），而且在他

們當中沒有軟弱或患病的，上帝的確信實地供應祂的百姓。

曠野原本只是領他們進入上帝更美好命定的短暫過渡期。不

幸的是，一整個世代從未見到應許之地，也錯失上帝為他們

安排的計劃。 

 

我相信今天在教會有許多人也處在類似的光景中。許多時候 

，我們往往退而求其次，選擇次好的，錯失上帝原本為我們

預備的計劃。如同約書亞，上帝正在呼召我們越過約旦河，

進入上帝為祂兒女預備的應許和命定。 



 

在此列舉約書亞故事中的四大聖經原則： 

 

1.)  期待新事發生 

這項重要特質不只是約書亞才有，聖經中的所有偉大人物，

甚至在教會歷史中都看得到這樣的特質。復興之所以來到，

是因為有人在看到現狀後，將現狀與聖經中的應許作比較，

並瞭解上帝已為祂百姓預備更美好的計劃。這就是為何馬

丁·路德、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和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和其他許多人不只看到復興，甚至還影響列國。 

 

約書亞敢於踏出信心的一步，走在「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

過」。先知以賽亞鼓勵我們要預備好，看上帝要在這個世代

做的新事。 

 

「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哪，我

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

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 43：18-19，也可參看

以賽亞書 42：9、48：6） 

 

這表示不論您所處的光景多麼枯乾，上帝都鼓勵我們期待新

事發生，甚至祂會「在沙漠開江河！」 

 

2.)  信心與勇氣  

摩西要約書亞接續他的工作時，他一再告訴約書亞「當剛強

壯膽」（約書亞記 1：6-9）。摩西明白，這是進入與得著應

許之地需具備的重要特質。 



 

希伯來書認為，由於以色列人「存著不信的惡心」（希伯來

書 3：12），因此無法在應許之地進入安息。 

 

上帝正在尋找一群百姓，即使遭遇世上的巨人和惡者的攻擊

都不為所動。而且祂希望呼召的這群人能夠明白，在神沒有

難成的事，並知道如果上帝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3.)  飢渴慕義的百姓 

約書亞的生命還有另一項重要特質，就是他完全依靠上帝的

話而活，不是按著自己的意思，乃是照著上帝的意思行事。

約書亞記一再記載，他做任何事「是照摩西所吩咐約書亞的

一切話」(約書亞記 4：10；8：30-31、35；10：40 等經文)。

這正是上帝呼召約書亞之初就指示他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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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

（約書亞記 1：7）約書亞成功關鍵在於他順服上帝的話語，

不輕易妥協，不偏左右。但願您能夠每天操練，花時間在上

帝的話語上，這會是您邁向成功的關鍵。 

 

4.)  眼目定睛在約櫃上 

正如約書亞要古時以色列人將眼目定睛在祭司肩上扛抬的

約櫃，我們也需要成為時刻將眼目定睛在耶穌身上的百姓。

他是我們的大牧人，我們跟隨祂的引導。 

 

 



 

這裡再一次重覆著，上帝的話是不可或缺的，因為神的話是

我們腳前的燈，上帝應許聖靈必要引領我們。勞倫斯弟兄所

寫的《與神同在》(The Practice of the Presence of God) 一書

讓我深受感動，他是一名在歐洲修道院廚房工作的簡樸修士 

；但當時候的領袖都採納他的建議，因為他確實操練與上帝

同在，他也是一名禱告的人。在這個新冠肺炎的季節，所有

人都被迫走向來沒有走過的路；在這時候，我們更需要定睛

在耶穌身上！ 

 

 
 

5.)  爭戰的百姓 

應許之地不是人間天堂，而是需要爭戰得勝的戰場。攻佔土

地可不是兒戲，但上帝三番兩次警告以色列人，在越過約旦

河後，新的挑戰正等著他們，會超出他們能力所及。 



 

上帝透過摩西宣告，在他們進入應許之地後，他們會遭遇「七

國的民，都比你強大」（申命記 7：1）。在申命記第 9章，

這樣的警告甚至更為明確：  

 

「以色列啊，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旦河，進去趕出比你強

大的國民，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那民是亞衲族

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聽見有人指著他們說：

『誰能在亞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申命記 9：1-2）。 

 

上一代的人也曾面臨同樣看似絕望的困境，最後在曠野漂流

四十年。 

 

今天，上帝正在尋找像約書亞這樣的人，也在尋找許多像迦

勒和底波拉的人，能夠在敵人的城門口爭戰並得著上帝的應

許。 

 

機會的季節 

 

今天，上帝正帶領祂的百姓來到應許之地的疆界。這是一塊

為我們帶來巨大應許的土地，但要面對橫亙在我們與命定中

間的巨人是需要信心和勇氣。 

 

我深信當前的新冠肺炎危機正將我們許多人帶往約旦河畔，

上帝正在邀請我們進入新的應許之地。祂希望我們走出平淡

無奇的基督教會生活，不要只是每週上教會，聆聽兩個小時

輕快節奏的音樂和振奮人心的講道，雖然這會讓我們自我感

覺良好，但卻無法幫助我們面對生命中的巨人。 



 

這些日子以來，我經常聽到人們這樣說：「希望新冠肺炎危

機快快過去，我們可以再回到從前的日子。」我真的不敢再

回到過去的日子，過去六個月來，在 ICEJ，我們比以往都要

更多禱告，我們看到上帝垂聽禱告，醫治人脫離重病。每個

月都有更多分支機構願意委身，更多為以色列和他們國家的

復興禱告，並見證在聚會中對上帝與復興生發更多新的渴慕 

。 

 

進入應許之地代表我們對上帝有新的火熱和渴慕，相信祂在

話語中要賜給我們的應許。因此，我們需要有完全的決心，

抖落宗教行禮如儀的塵埃；並對上帝、自己和仇敵宣告，新

的一天即將到來，我們要有決心進入上帝的應許。我們需要

對上帝的話語和祂的同在有全新的渴慕。 

 

那麼上帝應許賜給我們的土地究竟是什麼？我們應當進入

怎樣的命定？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呼召，因此神給每

個人的命定都不相同。但聖經要我們攻克的其中一塊土地是

家庭。約書亞大膽為自己的家庭預言：「至於我和我家，我

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 24：15）身為父母，尤其

是作為父親，這是關乎我們子女和未來子孫的爭戰呼籲。 

 

對其他人而言，戰場可能是黑暗權勢的綑綁以及家庭成員或

親人的壓迫。我們需要自我提醒，耶穌來不是要與敵對陣營

維持和平，祂來是要摧毀魔鬼的作為。 

 

 



 

我們發現在馬可福音 16:17以及緊接的經文中，描述所有信

的人應該從上帝繼承以下的應許：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就是奉我的名趕鬼；說新方言 

；手能拿蛇；若喝了甚麼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

人就必好了。」（馬可福音 16：17-18） 

 

另一個戰場是在我們的城市和國家。我們處在國家動盪不安

的時代，不只在美國，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都面臨同樣的

問題，因此這是為國家進行屬靈爭戰的時刻。當今許多國家

正在遠離基督教的敬虔傳統，並陷入公開的不道德和罪惡的

泥淖中。上帝正在尋找一群人，願意站在破口，將我們的國

家帶回到上帝面前。 

 

今天，恢復以色列帶給我們的其中一項啟示是，上帝不僅關

心個人救贖，同樣也關心列國。上帝說道：「你求我，我就

將列國賜你為基業。」（詩篇 2：8）在最近的週三線上全球

禱告會中，蘇珊特．哈汀（Suzette Hattingh）表示，正是我們

對末世的宿命論預言，常使我們被動與自滿。這是多麼真實

的描述！教會需要具備的其中一項核心特質，就是成為希望

的泉源。這樣盼望就不至於羞恥。讓我們長存盼望並為自己

的國家禱告，直到耶穌的再來。 

 

今天，當您讀到這篇文章的同時，可以做出個人委身的承諾，

進入您個人的應許之地。求上帝帶領您走入祂為您預備的新

事，即使在新冠肺炎的艱難時刻，祈求上帝實現祂的偉大作

為。要知道，如果上帝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翻譯：豐盛｜校稿：台灣 ICEJ｜編審：雲嵐牧師 

作者：總裁 猶根布勒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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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1:6-9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

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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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禱告方向： 

 為自己禱告，若有不信的惡心或軟弱，求主幫助我們剛強

壯膽，禱告支取從神來的信心與盼望，以上面的約書亞記

1:6-9 為自己目前面臨需要跨越之處禱告。 

 為所有在以色列的宣教士及機構禱告，在現今艱難時刻，

神施恩懇求的靈充滿在他們心中，幫助他們跨越約旦河，

並賜下快齒打量的新器具使他們爭戰得勝。 

 

 

 

 



 

為烏干達猶太回歸禱告 

烏干達的阿巴杜亞猶太社區 

盼獲得世界猶太復國組織認可 

烏干達的小型猶太社區希望讓世人聽見他們的聲音，並認可

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全球大家庭的正式一員。 

 

 
有猶太身分的烏干達遊客在哭牆看到摩西五經而歡喜。 

(photo credit: JEREMY SHARON) 

 

新的猶太社區加入全球猶太復國主義大家庭，這種情況並不

常見。但這正是下個月在烏干達小而興盛的猶太社區內將要

發生的事。 

 



 

烏干達的阿巴杜亞（Abayudaya）社區已正式向世界猶太復國

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申請成立猶太復國聯盟，

並在下個月召開的世界猶太復國組織總理事會（Zionist 

General Council of the WZO）中做出決定。 

 

阿巴杜亞社區（Abayudaya）的人數在 2,000至 3,000之間，

就在他們的領袖被基督徒宣教士們以《希伯來聖經》和《新

約》傳福音之後，20世紀初選擇皈依猶太教，並成為猶太人。 

 

大多數成員在 2002年到 2010年間透過美國保守派運動（US 

Conservative movement）正式皈依猶太教，以色列猶太事務

局 （Jewish Agency）在 2010年認定該社區為猶太社區，雖

然有些社區成員選擇皈依猶太教正統派。 

 

儘管猶太事務局在 2016 年承認該社區為猶太社區，而且負

責認定事務的以色列內政部通常會採納猶太事務局的立場，

但以色列國仍未採取相同的立場。 

 

未能認定阿巴杜亞為猶太社區會帶來一些問題，尤其會影響

社區成員能否前往以色列訪問、學習、參加尋根之旅

（Birthright）和 MASA 獎學金計劃「幫助海外猶太年輕人更

多地認識以色列與猶太文化」，以及申請回歸以色列。 

 

 

 

 



 

阿巴杜亞猶太社區中已申請成立猶太復國聯盟（Zionist 

Federation） 的猶太復國組織包括世界猶太復國聯合會

（World Confederation of General Zionists）、馬龍烏干達保守

派運動（Marom-Uganda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以及

自由黨猶太復國主義派系（Herut Zionist faction）。 

 

亞伯蘭．穆基比（Avram Mukibi）是居住在烏干達東部姆巴萊

（Mbale）的社區活動人士，該地區是多數阿巴杜亞社區成員

的居住地。穆基比表示，未能在世界猶太復國組織（WZO）

取得正式地位，會同時為該社區與以色列以及與烏干達的關

係帶來困難。 

 

33歲的穆基比對《耶路撒冷郵報》表示：「我們需要提高該

社區在國際社會的聲量，而成立猶太復國聯盟會讓該社區在

猶太世界中具有正式地位。」 

 

「在烏干達經過核准的猶太復國聯盟將成立聯合機構，支持

並協助猶太社區舉辦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協助年輕人認識以

色列，並到以色列進行訪問和學習。如果他們願意的話，也

可申請回歸以色列，並協助他們在烏干達爭取權利。」 

 

世界猶太復國聯合會（World Confederation of General Zionists 

）主席傑西．蘇塔尼克（Jesse Sultanik）表示，他在猶太事務

局於以色列舉辦的活動中與亞伯蘭會面，並開始討論各種方

案，希望改善該社區在猶太復國主義世界中的地位。 

 



 

蘇塔尼克解釋道：「我們進一步討論到聯合會與烏干達猶太

社區可能的合作機會。因此產生讓烏干達猶太復國組織申請

成為正式猶太復國聯盟的想法。」身為世界猶太復國聯合會

顧問的猶太拉比多夫·利普曼（Rabbi Dov Lipman）表示，他

希望世界猶太復國聯合會總理事會（Zionist General Council of 

the WZC）能夠批准阿巴杜亞的申請。 

 

利普曼說：「我滿心期盼猶太復國總理事會能夠踴躍投贊成

票，並擁抱這些滿懷熱情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成為世界猶太

復國組織（WZO） 大家庭的正式一員。」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一年中，批准這項申請將成為世界猶太

復國組織（WZO）的最大成就與驕傲來源。」 

 

以色列猶太事務局副主席大衛．布雷斯頓（David Breakstone 

）表示，阿巴杜亞社區成立新的猶太復國聯盟，將可望正式

成為猶太復國主義世界的一部分，他們將取得世界猶太復國

主義大會（World Zionist Congress）上的代表席次，讓世人聽

見他們的聲音，並受惠於世界猶太復國組織（WZO）的計劃 

，以及參與該機構的運作。 

 

不過布雷斯頓指出，即使是阿巴杜亞社區的 WZO代表，但由

於以色列內政部仍未承認他們的身分，這些代表甚至很難入

境以色列，該社區成員甚至也無法取得入境以色列的許可。 

 

 



 

猶太復國聯合會副主席大衛·雅里（David Yaari）表示，即將

在下個月召開的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中，其中最需要解決

的最大挑戰是，強化以色列與世界各地猶太社區之間的關係 

，並「讓我們自然的合作夥伴能更大幅度參與在世界聯合會 

。」類似阿巴杜亞等所謂新興猶太社區已成為以色列的棘手

問題，更突顯近年來非洲和拉丁美洲幾個團體聲稱與猶太人

有血緣關係，亦或是猶太人後裔，以及出現大批猶太教皈依

者等問題。 

 

以色列內政部擔心這些貧窮開發中國家的人濫用猶太教皈

依行為，以及大批人士聲稱具有猶太血統，都是為了能夠移

民以色列。 

 

翻譯：豐盛｜校稿：台灣 ICEJ｜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0/10/01 

 

以賽亞書 41:8-10 

惟你以色列─我的僕人，雅各─我所揀選的，我朋友亞伯拉

罕的後裔，你是我從地極所領（原文是抓）來的，從地角所

召來的，且對你說：你是我的僕人；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禱告方向： 

 為烏干達阿巴杜亞猶太社區的救恩禱告，目前他們信奉

猶太教，已被猶太正統派所認可，政府是否能夠接納，禱

告主的心意放在以色列政府當中，將神的心意行在阿巴

杜亞猶太社群中。並為在烏干達前獨裁者伊迪．阿明的迫

害下，死傷非常多人；求主的醫治臨到這個族群。 

 

 
為烏干達阿巴杜亞猶太人回歸禱告。（Photo Credit: Emily Chaya Weinstein) 

 

 
烏干達猶太學校預備開學日。(Credit: TOI)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於

2012 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

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

祝福以色列; 每年以奉獻支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

華人團體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

禱消息給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https://www.icej.org.tw  

 

認識台灣 ICEJ 

line@： 

台灣 ICEJ 

wechat 公眾号： 

ICEJ 圣城资讯网 

Facebook： 

ICEJ Taiwan 華語 

IG： 

icej.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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