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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愛人與經歷神蹟  
蔡維恩牧師 

前言: 因著愛，尋求「真正的快樂」 
   快樂，我相信是每一個人都渴望得到的感覺。然而，對每一個

人來說，快樂，又好像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到底快樂是

甚麼的一回事？為何作為一個基督徒，快樂不是必然存在的生命

本質呢？我們要怎樣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 

在探討「尋求真正的快樂」之先要了解以下三個相關的詞語： 

「享樂」── pleasure，多和外在的事物有關，而且多是感官和慾

望獲得滿足所產生的開心，如看了一部精彩的電影、吃了頓美味

的大餐等等，但這種開心的感覺會很快消失，而且「享樂」和

「刺激」常常連在一起的。 

「快樂」── happiness，發自內心，可以指和人有好關係，或者完

成了應作的事所產生的欣喜，比較持久的。 

「喜樂」── joy，是對生命的一種積極的了解和態度，在一切境

遇中存着信心與盼望，認定全權的主在掌管，並以祂的榮美和恩

典為歡喜快樂的因由，喜樂是屬天的快樂，所以在基督徒而言，

「快樂」和「喜樂」不需加以區分。 

   基督徒要快樂的原因：這是因為是聖經的吩咐。太五:12「應當

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林後十二:15「 還有

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腓三:1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腓四:4 「你們要靠

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帖前五:16      要常常喜

樂。雅一: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

樂；」 

 這是上帝的旨意，帖前五:16-18 「16 要常常喜樂， 17 不住

地禱告， 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

的旨意。」而快樂對我們有益，箴十七:2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十五:13「心中喜樂，面帶笑容；心裡憂



愁，靈被損傷。」  

  即使我們遇到苦難也能喜樂，如同「母親生產」，對母親而言，

生產恐怕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很多婦女對於生產時受的痛苦，

即使用「痛不欲生」四個字，都還不足以形容，所以古人才會把

生日稱為「母難日」。但是小孩出生後，痛苦解除了，母親又會覺

得很安慰、很快樂，就像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爬上山峰，再也不

需要往上爬時，就會覺得欣喜若狂。其實這只是苦難、壓迫感解

除後所產生的快樂感受，是苦之後的結果，加上迎接新生命的喜

悅。 

   不快樂實在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導致，但「快樂」是一種選

擇，在困難逆境中選擇拒絕負面的情緒控制自己，很奇怪消極的

態度及負面的思想不用尋求就常常圍繞我們，但「快樂」是要竭

力追求及要捨棄才會得着的，因為撒旦喜歡我們不快樂，基督徒

不快樂就好容易離開神，很多時是因為我們對神信心動搖，懷疑

神的掌管，無能力或者不想再熬下去，我們就感覺不快樂，沉溺

在自怨自艾，自傷自憐的境況中，留地步給撒旦，因為不快樂實

在絆倒不少人呢！ 

    我門要如何藉著上帝、別人和自己而得到快樂」要將焦點轉

到「生命目標」上。人有了生命目標是比較快樂的，因為目標賦

予生命意義。基督徒要確信（1）快樂和金錢無關；（2）有痛苦不

等於不可能快樂；（3）快樂不是與生俱來的；（4）快樂與教育水

平無關；（5）無論我們背景如何，受過多少傷害，如今仍可以快

樂；（6）快樂不受年紀、性別、職業、國籍、膚色、社會地位等

因素所限制。所以，人人都可以快樂，基督徒更應該快樂 

    今日的經文（每日活水進度，約書亞記第九章十章），以色列

人被基遍人所騙，卻願意救他們被南部五王聯軍入侵的故事，讓

我們看到「單純愛人」（無條件）經歷到上帝同在的神蹟，也看到

自己生命改變，將仇敵踏在腳下的勝戰滋味與喜樂。 

 

一、思考的爭點： 
1. 我們是否因為單純愛人無條件，經歷上帝所賜的神蹟與喜樂？ 



2. 我們是否能夠「全力以赴」「充滿鬥志」順服領導，完成上帝

使命，享受將仇敵踏在腳下的勝戰滋味與喜樂？  

 

二、經文:約書亞九:23-27;十:12-14 
9:23 現在你們是被咒詛的！你們中間的人必斷不了作奴僕，為我 

神的殿作劈柴挑水的人。」 

9:24 他們回答約書亞說：「因為有人實在告訴你的僕人，耶和華─

你的 神曾吩咐他的僕人摩西，把這全地賜給你們，並在你們面

前滅絕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們為你們的緣故甚怕喪命，就行

了這事。 

9:25 現在我們在你手中，你以怎樣待我們為善為正，就怎樣做

吧！」 

9:26 於是約書亞這樣待他們，救他們脫離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

人就沒有殺他們。 

9:27 當日約書亞使他們在耶和華所要選擇的地方，為會眾和耶和

華的壇作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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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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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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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背景 

    以色列百姓在以巴路山的立約後，回到了約但河谷他們在吉

甲的軍事行動中心去（參九 6）。南方的戰役從這時開始，但基遍

人卻用不同的方式來謀求生存，他們決定去欺騙以色列人，用詭

計來博取與以民訂立和約；基遍人靈巧地喬裝像遠方的居民，穿



上殘舊的衣服，拿破的皮袋，並穿上舊鞋，這一切的目的，是要

讓以色列眾民和他們的首領都相信他們是來自遠方的居民，因此

願意與他們立下和約。在申七：1-2和二十：10-15裡，神准許以

民與遠方的居民和談，但不可與靠近他們的七個迦南人和談，而

且這七個迦南族人均屬「當滅之民」；基遍人屬於希未人，份屬當

滅之民，知道只有與他們立下和約，才能確保他們國家的安全，

因此，用心良苦地出此「計策」。 

受騙後能否不計前嫌？當五王聯軍攻基遍時，基遍人向駐在吉

甲以軍總部求援，約書亞依約有保護屬地的責任，約書亞對基遍

人的回覆，顯出他的正直。他和首領受他們欺騙以後，本可以慢

慢地前往援救，但是他們仍立刻趕去施援。趁黑突襲五王聯軍，

大敗敵人。約書亞連夜走了二十五英里（40公里）的山路，終於

把五王的聯盟打敗。這是場極不尋常的戰役，有冰雹的神蹟和延

長白晝的神蹟。當敵人的聯盟軍隊與以軍交鋒之時，神降下冰雹

來擊潰敵人，幫助以軍的作戰計劃；約書亞向神祈求將日頭和月

亮停住，使以軍有足夠的時間去將敵人殲滅（12-13節）。這一場

戰爭的獲勝，不單是在軍事上的勝利，重要的是約書亞在對神的

認識和倚靠上有重大的增長；聖經明白的告訴說：「耶和華聽人的

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為耶和華為以色列爭戰」（14節）。最

重要的是，他們因為愛人（愛一個不可愛的對象），經歷令人無法

想像的神蹟，遇到心理學所謂「心流」，也讓他們身份改變，從雜

牌軍成為專業的作戰軍隊，享受到約書亞記十 24-25「他們就近前

來，把腳踏在這些王的頸項上。約書亞對他們說：“你們不要懼

怕，也不要驚惶，應當剛強壯膽。因為耶和華必這樣待你們所要

攻打的一切仇敵。」勝戰甜美果實的滋味。 

 

三、啟示 
（一）因為單純卻經歷被騙的傷害 

《約書亞記》八:30-32記載以色列人攻打艾城後為神築壇的

事。這是《約書亞記》第一次記載以色列人為神築壇的事。築壇

的材料是不經人手用鐵鑿出來的石頭，意思是來自神而不是由人



手弄出來。築壇的方法要按摩西在律法書上的標準，而在築壇的

事上更重要的是律法書。以色列人在獻祭後把律法抄寫在石頭

上，目的是讓整個以色列群體重視律法的要求。在完成這些宗教

禮儀後，約書亞將律法書上祝福與咒詛的話宣讀一遍。《約書亞

記》八:35 強調約書亞將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說話宣讀，表示摩西的

吩咐就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築壇獻祭與宣讀律

法緊緊連在一起，申明律法的重要，為免日後再出現違反律法要

求而遭神懲罰的事。約書亞與以色列百姓在艾城事件教訓後，學

習單純感恩回應主的愛，他們很自然地用獻祭與宣讀遵守律法呈

現回轉像小孩的純真。所以敬拜方式純真，願意遵守律法也是純

真，單純完全願意相信上帝。不同當初他們在曠野的祖先一樣，

與上帝的關係，是抱怨僵化的關係，演化成「應付敷衍」關係，

甚至上帝話語被打折扣。 

   因為純真，單純相信人，所以約書亞與以色列人被基遍人騙，

但是很特別地是上帝將此次不小心「受騙的經歷」視為「美麗的

錯誤」，最後結局來看，卻成為化裝的祝福。在基遍被五王攻擊

上，約書亞也表達純真的心志，單純守約連夜拯救基遍城，所以

就蒙受上帝大大保守以及令人吃驚的神蹟奇事出現。 

   馬太福音 十八: 3 - 4「 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

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

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以前，「純真」這個詞給人非常正

面的形象。但是，現在時代變了，「純真」給人的不再只是正面的

形象。譬如說「那個人好純真」，這句話的含意是「那個人很好，

很善良，但是，他不太懂得人情世故，過於天真」。現今世代，似

乎機靈又狡猾的人才會成功。所以純真乖巧的人，太相信人者，

總是吃虧。但是，我們一定要維持對信仰的純真性。就算表面的

形式改變了，內裏本質卻絕對不能改變。在神面前，我們無論何

時都要維持信仰的純真性。不這樣的話，雜質會逐漸滲進你心

中，你對神的信仰就會變質。 

 

（二）因為主的愛，將錯誤轉化為化裝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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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中間的。” 當以色列人發現自己被騙後，他們怎麼辦？

特別是會眾的首領已經向基遍人起誓。以色列人不敢違約，因為

這樣做將會被上帝懲罰，掃羅王後來違背了這個誓言，上帝的震

怒就臨到以色列人身上，就是這個原因。(撒下二十一：1 - 6) 

究竟是違背誓言，寧願冒犯上帝以致被懲罰比較好，還是遵

守誓言，卻明知這不是上帝的旨意比較好，我們實在沒有一個模

式可以遵循。耶和華上帝已經再三警告他們要把迦南人滅淨殺

絕，以免他們有留下的會教導以色列人學習一切可憎惡的事。。

(申二十：18)況且，有了一次與敵人妥協，接踵而來的，就會有更

多的妥協的危險，後來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像外邦人一樣，不就

是印証了這個說法嗎？  

但約書亞在兩難之間，找到一條智慧解決之路，讓三方皆贏的

策略。書九 22-23「 約書亞召了他們來，對他們說：「為甚麼欺哄

我們說『我們離你們甚遠』呢？其實你們是住在我們中間。現在

你們是被咒詛的！你們中間的人必斷不了作奴僕，為我 神的殿

作劈柴挑水的人。」。約書亞清楚上帝的心意，為何要把迦南人滅

淨殺絕，因為怕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可能會被多數人的文化風俗影

響信仰純正度。所以約書亞用基遍人透由在聖殿周圍工作，來影

響他們的文化，所以在「生死」二條路上，找出第三條路，就是

「作奴僕在聖殿作劈柴挑水的人」，某個程度而言，這是個十分危

險與爭議的作法，但最後也得到上帝的默許與諒解（神蹟奇事的

幫助）。 

有時，就算我們所做的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以致走了許多冤枉

路，但我們不要忘記，上帝連我們犯的錯他也掌管，從我們的罪

中還能帶出祝福。在我們疏忽考慮不周時，或一時不察走歪了，

不管是婚姻、事業、學業。如以色列人與基遍人立約，只要我們

能認錯悔改，上帝是能夠用他的杖，他的竿，把我們引導走回義

路的。上帝是天父，他看顧自己的孩子，不會放棄我們的。上帝

用基遍人作“劈柴挑水”的人。以後我們還看到上帝為基遍人行了一

個大神蹟(書十：10 - 14)﹔上帝的會幕被支塔在基遍(代下一：3)﹔



基遍人也幫助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尼三：7)這都是上帝

的恩典，祂把本是被咒詛的基遍人，變成以色列人的一個祝福。 

 

（三）因愛不可愛的人，產生驚奇的神蹟 

   書十：12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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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止在亞雅侖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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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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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使「日月停住一天」，這一天變成「長日」，在埃及、中國及

印度的天文曆都記載有一次「長日」，雖然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卻

證明確實有這麼一個特殊天象。天文學家研究天文曆，發現天文

曆中少算了一整天，也就是我們的時間缺少了 24小時，這缺少的

一整天 24小時跑去哪裡呢？1890年美國耶魯大學 TROTTER 教

授，說到，他曾經與一位不信聖經的天文學權威教授討論到這件

事，TROTTER告訴這天文學者說，缺少的 24小時可以在聖經中

找到答案。這學者抱著懷疑的態度去查考聖經，果然在約書亞記

十章裡找到了部份的答案，「日月停止運行約有一日之久」，核算

起來有 23小時又 20 分鐘，這使他信心大增，那麼剩下的 40分鐘

在哪裡？他繼續研讀聖經，在列王記下 20章希西家的禱告中又有

了新發現，希西家要求「日影往後退十度」，這十度恰好是 40分

鐘。兩部份加起來，正好 24小時一天的時間，剛好合乎天文曆中

少算的一整天！這不信的學者終於相信聖經記載真確無比。 

  重點不在於自然科學如何解釋此次的神蹟奇事，而是有一個

「隱藏」的神蹟奇事是需要我們去發掘的。為何約書亞不要在當

時禱告，可求神降下冰雹來擊潰敵人類似的神蹟，由上帝出手擊

殺即可，約書亞（八十多歲）與以色列百姓已經夜行軍爭戰一

天，體力與耐力即將耗盡。反而是請求「時間暫停」，讓他們全力

以赴地，打敗敵人，除惡務盡呢？可見艾城之戰後，約書亞與以



色列百姓進入一個新的屬靈境地，因為救基遍（是不可愛的對

象）對時間的管理上，因為他們清楚上帝的呼召，且領受上帝的

恩典，他們掌握了對時間的主動權，充滿的戰鬥力一心想完成上

帝的使命。這樣的心境與戰鬥力，是屬靈生命的最高潮。「日頭

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亞雅崙谷。」約書亞這種

氣壯山河的禱告，大大感動神，立即命令日月停止運行，實在令

人嘆為觀止！聖經藉這個禱告把人和神同工的景象，生動的表達

出來！讓我們看見一個信心偉人的氣魄，也讓我們看見神榮耀的

彰顯，這是何等的震撼人心！ 約書亞見證了「信心多大，神的榮

耀就有多大！」，也見証了因為使命，全心以赴，充滿鬥志的時間

管理模式。 

心理學米哈里教授在 1970 年代時發現：多數人工作一天之

後筋疲力盡，但是，有些人會工作一整天之後，竟然還精神抖

擻。於是他開始研究特別有「創造力」的人，有以下心流狀態：

效率、創造力高，忘記時間、飢餓。1975 年，米哈里教授首次發

表了他對於這個神祕現象的研究，並給它一個很傳神的名字 「心

流」（ flow ） 。什麼是心流？它是特殊的精神狀態，當你在極度

專注時，完全沈浸其中，效率和創造力提高，讓你忘記時間、忘

記飢餓、甚至忘記所有不相干的身體訊號。而想快樂、提升幸福

感，這個狀態是關鍵 

   其實我們人生若能清楚「生命的優先次序」為何，就能夠作好

時間管理，到底「信仰、服事、工作、家庭、人際、休閒娛樂、

財務」我們如何排優先次序？不管如何排序，我們要將神必須擺

第一。祂創造我們，並寫下了生命的法則。認識神就是認識生

命，從神的角度看生命會帶來智慧。認識了解祂是最重要且無可

取代的。聖經中的經文就特別強調這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

別的神。」（出埃及記二十:3）以及第一條誡命「你要盡心、盡

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馬可福音十二:30），只有我們

將神排在第一時，我們才能真正作好時間管理，甚至經歷因為上

帝的呼召，日月暫停，全心以赴，充滿鬥志的屬靈高潮。 

    



四、自己的感受 
  「單純愛人與經歷神蹟」就能享受「將仇敵踏在腳下」的勝戰

滋味與喜樂，是我們信仰生活很大二個祝福。 

    我們是以認識耶穌基督為人生的目的，所以世人所謂「快

樂」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聖經所說「真正的喜樂」，因為這

是上帝的旨意，「喜樂」對我們有好處，也會有助我們活得更有意

義。要得著「喜樂」是要竭力追求的，要付代價，要放棄對消極

情緒的放任。「有錢不一定快樂」世上最快樂的人是得着心靈的滿

足、家人的關愛、喜愛的工作、親密的好朋友。相信單純愛人就

能經歷神蹟。 

耶穌說:「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馬太福音

五:8）純真的信仰，來自純真的心靈。如果我們有一顆乾淨的心，

持有純真的信仰態度，就能夠每天遇見神。如果我們能夠倚靠神

的話語，信仰愈來愈純真，並且持有一顆清潔的心，那麼即使遇

到的人缺點再多，也都能透過它，看見神的存在;不論我們目賭再

悽慘的悲劇，也都能透過，看見神美好的計劃。魔鬼會時常提醒

我們犯過的罪，我們想起便身陷內疚之中。我們認了罪，神就赦

免，但魔鬼不住控訴，令我們產生錯覺，以為神不放過我們，仍

與我們斤斤計較。彌迦書是指出猶大人的罪，神「將我們的罪孽

踏在腳下，又將我們的一切罪投於深海」。既已投於深海，我們再

不要撈上來折騰自己。 

   上週二（2/8）高雄中會牧者春節聯誼會，在岡山教會舉行，我

分享了「高雄中會的異象」，並期待屬下六十六間教會，走出舒適

圈，開始往「黃金十年」的宣教異象前進。並於昨天（2/12）在本

會舉行中會婦女事工部「RPG禱告訓練」期待高雄中會能夠開始

教會復興的「破冰之旅」也能經歷，單純愛人與經歷神蹟，找到

人生的真正的快樂。 

 

五、結論  
    約書亞「日月停住的禱告」，教導我們「信心與禱告」的關

係，禱告是神賜給每位基督徒的權柄，我們可以透過禱告來親近



神！神要我們藉著禱告學習與神同工，操練我們的信心，經歷神

的恩典和見證神的榮耀！我們的信心愈大，愈能彰顯神的大榮

耀；我們的信心愈大，愈能經歷偉大的神蹟； 我們的信心愈大，

愈有膽量向神求大事。耶穌說：「你若信，就必看見 神的榮

耀！」（約翰福音 十一:40） 

約書亞「日月停住的禱告」另一個角度，我們看到一位純真信

仰，因為上帝的呼召與使命，就帶動了因為愛人，「全力以赴」

「充滿鬥志」的時間管理，這是上帝的祝福，就是岡山長老教會

會友即將要經歷的神蹟奇事。 

 

討論題綱： 

1. 請用實際的例子分享自己對「單純愛人」的看法以及經歷神蹟

有何啟示？ 

2. 透由今天的分享，你最大的感動與啟示是什麼？ 

 

代禱事項： 

1. 求主安靜我們的心，帶領我們在「日月停住」有新的啟示。幫

助我們認識「全心以赴充滿鬥志」的意義與「愛人無條件」的

態度與角色，讓主成為我們的幫助。 

2. 求主讓我們在生活上有反省信仰的能力、有實踐信仰的動力，

學習「生命優先次序」的功課，對上帝意願謙卑，順服的服

事。 

3. 為目前「幸福小組、門訓、RPG」的推動順利，以及牧師推動

過程有主保守同行，面對困境與問題能夠有智慧處理。  

 

祈禱文： 

親愛的上帝，謝謝祢讓我們的生活，是活在「純真的敬拜」

中；我們常真實看見自己的有限與軟弱，我們真的需要祢成為我

們生命中的王。求祢讓我們有反省信仰的能力，對「日月暫停」

有新的體會與感恩、有實踐信仰的動力，讓我們在生活中能夠處

處看見祢作王的確據，勇敢「作時間的主人」作個得勝的基督



徒。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每天花點時間寫單獨會主，靈修日記，記下生活的瑣事、當下

的心情，藉此檢視自己在這當中放入多少信仰的反省，完成多

少信仰的實踐。如何學習「單純愛人與經歷神蹟」的功課？ 

2. 審查自己是否願意委身全然獻祭，為主所用，經歷生命的喜

樂。是否願意參加目前教會的小組服事以及早禱會的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