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省更新加速系列 7-克服焦躁、專心跟隨主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老二哲學」 
    有些人一輩子一直處於爭功諉過之中，而不能心平靜氣，在

事業中如果能發揮「老二哲學」的效應，周遭的人將會尊敬你，

並且樂於與你相處。 

  第一次登上月球的太空人，其實共有三位，除了大家所熟知

的阿姆斯壯外，還有一位是奧德倫。當時阿姆斯壯所說的一句

話：「我個人的一小步，是全人類的一大步。」早已成為全世界家

喻戶曉的名言。在慶祝登陸月球成功的記者會中，有一個記者突

然向奧德倫提出一個很特別的問題：「由阿姆斯壯先下去成為登陸

月球的第一個人，你會不會覺得有點遺憾？」 

  在全場有點尷尬的注目下，奧德倫很有風度地回答：「各位，

千萬別忘了，回到地球時，我可是最先出太空艙的，」他環顧四

周笑著說：「所以我是由別的星球來到地球的第一個人。」大家在

笑聲中給予他最熱烈的掌聲。 

  人都喜歡做老大，不喜歡做老二，因此華人有句俗諺「寧為

雞首，不為牛後」。其實做老二的人，好像一位副主管、一座橋、

一瓶潤滑油，一個團體若能有這樣的靈魂人物，氣氛必定和諧，

政令也易通達實施。做老大，要有做老大的條件，若條件不足，

擔子也挑不起來。但一個優秀的老二，比主管還難當，第一、輔

助主管領導：主管在領導上若有不圓滿，或是欠缺之處，做老二

的人就要輔助主管，上下協調，讓團體平安。 

  第二、幫助屬下建功：做屬下的人，都希望被提攜，或是有

磨練表現的機會。身為副主管，與屬下更親近，自然了解如何激

勵手下，使他們更願意投入工作，獲得成就。為人主管者愛護屬

下、提拔屬下、凝聚團體力量的基本胸襟。團體有了成長力，必

定處處朝氣蓬勃。 

  第三、代人承擔過失：做人要能功成不居，過失不諉。一個

團體中，如果人人爭功諉過，則不能和諧，無法發展。做老二的



人，要替屬下多承擔一點；有時，為了大局發展與未來，做老二

的人，也要懂得為主管多擔當一些，表示自己有力量承擔。 

  第四、功勞與人分享：「這個功勞是大家成就的，應該分享給

大家，將光榮歸於大眾。」一間公司、一個團體，會因有一位好

的老二人才，而得到很大的利益。 

    其實在舊約聖經中，約瑟、但以理和以斯帖，這三個人分別

將「老二哲學」的精神發揮到淋漓盡致，這三個人身上具備了什

麼特質，他們又是如何透過「老二哲學」，深深影響他們所處的那

一整個世代呢？ 

 無論約瑟、但以理或以斯帖，他們的共通點是同樣身處異鄉，

卻十分貼近整個國家中最核心的君王；而即使身處在截然不同文

化、信仰，甚至充滿敵意的環境中，他們仍然「服事領袖彷若服

事主一樣」。 

  在今天經文中，談到「迦勒」的故事，他就是「約書亞記」中

的第二重要人物，卻因奉行「老二哲學」，成為約書亞最重要的幫

手。也在成功之道路中，尋求主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搶上舞台，

不刷存在感），意志堅固，能克服焦躁、專心跟隨主。他是「約書

亞記成功故事」背後的成全者。 

  

一、思考的爭點： 
1. 在走向迦南地的路上，我們是否有學習「老二哲學」、「克服焦

躁」的訓練專心跟隨主？ 

2. 是否有一個心志如迦勒 ─ 專心跟從主，四十五年如一日？  

 

二、經文:約書亞十四:7-13 
14:7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那時我

正四十歲；我按著心意回報他。 

14:8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

和華─我的 神。 

14:9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

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 



14:10 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

存活這四十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八十

五歲了， 

14:11 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

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 

14:12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亞衲族人，

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

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14:13 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祝福，將希伯崙給他為業。 

 

經文背景 

   迦勒得到神的稱讚和賞賜，完全是後天的，創世記十五章 19

節提到基尼洗族人，原是迦南一族的人，是屬於以色列以外的，

而迦勒就是基尼洗族人，但他憑信加入了以色列人群中，在他一

生的信仰裡，從來沒有離棄神，甚至比以色列本族還要一心一意

地跟從神。他是十二個支派的族長之一，屬猶大支派的。論到支

派的排名，他比約書亞更加顯赫。約書亞是屬以法蓮支派的，在

十二支派的排名及地位上，猶大支派遠遠超乎以法蓮支派之上。

而且主耶穌還是從猶大支派出來的，在家譜的排名上，他也遠超

越約書亞。 

   他又是所有從埃及地出來，經歷了四十年曠野漂流生活之後唯

一能進迦南美地的兩人之一，也就是兩位元老之一。因此，他的

地位與身分是何等顯赫，能夠和約書亞平起平坐的人物。但他卻

虛懷若谷，沒自感自負，對約書亞被選為領袖沒有不服，沒有抱

怨，沒有嫉妒，他完全存着一個謙卑順服的心，服在約書亞領導

之下，他甚至連作約書亞副手的地位都沒有，但他卻甘心順服。 

 

三、啟示 
（一）在眾人反對中專心跟從神 

書十四:7-8「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

地，那時我正四十歲；我按著心意回報他。然而，同我上去的眾



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當時神派他和另外 11個探子去窺探迦南全地，他們窺探時發

現那地的確是流奶與蜜之地，但是那地的民也確實非常高大，城

牆非常堅固，軍隊也非常強大，儘管這樣，迦勒和約書亞也認

定，既然神把這地應許賜給他們，他們就一定能把這地拿到。迦

勒專心跟從神，不受任何影響和騷擾，只認定神的應許。就像奧

運比賽，不管是哪個項目，對運動員的要求就是不能分心，要專

心認定一個目標，不受外界影響。 

但其他 10位探子夥伴都因害怕而不信神的應許,他們的立場使

以色列百姓對神失去信心.但迦勒,約書亞卻在 10位探子的反對中

專心跟從神。他們苦苦勸導會眾，但會眾向他們生氣,要拿石頭打

死他們。所以,不祇 10個探子反對進迦南,全以色列會眾都反對,而

且要除掉約書亞及迦勒兩個唱反調的。但約書亞及迦勒專心跟從

神,他們要聽的是神的話語和指示而不是聽眾人的聲音，但眾人聲

音的壓力是大的.在一團體中誰都不喜歡是少數, 是異類.但專心跟

從神的往往是群眾中的少數,是不受他人歡迎,但卻是討神喜歡.約書

亞及迦勒在眾人反對中明確地表態.他們是不畏犧性地表示立場,並

勸導會眾跟從神.他們願為跟從神來付代價。 

約書亞為何能帶領以色列百姓離開約旦河以東，過約旦河，攻

下耶利城進迦南地，最重要的就是專心跟從神，這必須突破眾人

的心理懼怕與壓力的。只聽神的聲音，就能帶動群眾，否則只聽

世俗的軟弱聲，最後還是成為曠野中的失敗選民而已。在新約有

個重要例子。徒四:18-20 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

穌的名講論教訓人。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

能不說。」 

 

（二）在漫長等待中專心跟從神 

   書十四:9-10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

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自從耶和華對

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



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 

   迦勒深信神的應許一定會成就，四十五年前窺探迦南地，他沒

有因那地人強馬壯而膽脅，四十五年來從沒有動搖，堅信自己一

定能承受神所賜的希伯侖山地為業。有不少人對神的應許隨著時

間的轉移而愈來愈模糊，以至慢慢地失去了鬥志和信心。我們應

當深信，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神一定會按著祂的應許賜福給我

們。 

書十四:11「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

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迦勒說

「我還是強壯……。」要成為一個老當益壯的人，就要緊握神的

應許，堅持操練自己，專心的操練。 

你記得神給我們在困境中的應許是什麼嗎？林前十 13:「你們

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

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三）在難處挑戰中專心跟從神 

   書十四:12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裡有亞

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

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迦勒向約書亞提到神曾應許給他那希伯崙山地的情形. 是的, 

在希伯崙山地,高大強壯的亞衲族人仍然住在那裡,他們的城牆也仍

然寬大堅固. 要攻破城壘,打敗趕走亞衲族人, 這那裡是簡單的

事?45年前, 那 10位探子, 加上全以色列人會眾, 都因對方的強壯

高大而害怕軟弱, 對神失去信心,他們對摩西亞倫埋怨, 想回埃及. 

45 年後, 神並沒將當年的難處挑戰拿走. 但迦勒知道, 也持續認定

神的應許, 在任何情況下神都一定與他的兒女同在。 

   迦勒的操練不單在信心上，還有身體、體力的操煉。迦勒說：

「我現今已經八十五歲了，四十五年前我的力量是什麼樣，現在

還是一樣的強壯。」如果迦勒看見再不需要打仗，便躺下貪圖舒

服，不操煉身體，那麼體力只會一天不如一天。但迦勒不是這



樣，希伯侖的爭戰一共用了七年時間，迦勒從七十八歲打到八十

五歲時，終於把希伯侖取下了，他的力量仍和四十五年前一樣。

迦勒的操練還有心志上的，他不是坐享其成，而是請戰；也不是

找容易攻打之地，而是攻打那不易的希伯侖的高山。 

今天什麼是我們的「高山」呢？我們的性格中有沒有一些壞

習慣、一些罪、一些弱點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征服的，我們有沒有

向神求，去征服這些「高山」，去把這些」高山」拿下來呢？願我

們都能像迦勒一樣得神的賞賜。 

 

「為何你總是能在對的時刻做對的人，說對的話，做對的事。」

的故事思考。 

改編自史實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中，奧斯

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有位生意夥伴：猶太籍的伊薩克‧斯

特恩（Itzhak Stern），他是辛德勒的會計師，在公司成立初期主動

提議雇用猶太人擔任工廠員工，藉此大舉增加猶太人員工的數

量，是一手促成辛德勒開始保護猶太人的關鍵人物。 

 

四、自己的感受 
  比爾‧強生牧師在他所著得《顛覆世界的力量》一書中這樣分

析：「不論是約瑟，但以理，還是以斯帖，他們都沒有真正地掌管

某個國家。約瑟之所以能夠得到他的權位，是因為服事了另一個

擁有極高智慧之人的夢想；但以理不僅運用了自己先知性的恩賜

來服事，甚至保有極高的誠信正直；以斯帖憑著內外兼顧的美貌

取得影響力，加上叔叔末底改所提供的建議，運行在非凡的智慧

中，而她身上的恩典也是使她走入命定的關鍵。」 

 他們並沒有活在恐懼中，同時也不會受環境所影響和限制，而

是在當中尋求神的心意。正是這樣的生命態度，使他們在神面前

蒙恩、在君王面前受寵，而他們所擁有的核心價值觀，其實也正

呼應了「以僕人的心服事、以君王的心治理」的重要觀念。 

 簡單來說，其實我們不需要成為公司老闆、一國之君、或是某

個團體的負責人，才能夠在所在的環境中帶出影響力。神國度衡



量影響力的方式，向來與世界的價值觀不同，而我們需要將眼光

對準永恆，即使處在人眼中次要的位置，甚至是生活在充滿對立

價值觀的環境，依舊做出正確的選擇，相信我們也能夠顛覆世

界，帶來真正的轉化。即使位居僕人也能發揮生命影響力，敘利

亞軍隊的統帥乃縵因婢女的建議而信主故事就是一例。（列王紀下

五章 1-15） 

 

「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專心跟從神是我們生命

裡很重要部分，怎能做到專心呢？就是無論在什麼環境，你仍然

將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身上。人的常情是看見這樣的環境、狀

態，心就動搖，信心就消失。 

迦勒面對神，他卻可以將這環境看得很輕；因為他看見神比敵

人更大，就能放下人本能上的反應。他用信心超越人本能上的反

應，所以他有能力相信，有能力跟從。其實這點也是我們在信仰

上很重要需要學習的地方，我們能否專心跟從神，放下自己的想

法、感受。這就是「老我至聖靈新我」釘十字架的過程。甚至會

因為愛神愛人，將自己生命（老我）犧牲釘在十字架上。成為樂

於「為人生命加值」的祝福者。 

 

迦勒這個專心跟從神的心志就使他有一個謙卑順服，虛懷若谷

的人生，不爭強好勝，不抱怨，不嫉妒，甘之如飴，他自己也活

得非常快樂和滿足。但另一方面，他並不灰心消極，仍然奮戰不

懈，至八十五歲高齡，仍然雄心萬丈，請纓出戰亞衲族人。按

理，他此時應在家享清福，頤養天年，但他沒有。他的身體仍然

健壯，證明他沒有放縱肉體，以至攪到身體衰敗；他的靈命仍然

如此活潑，證明他沒有離開神；他的信心仍然如此堅強，證明他

和神的關係親密，對神的話絕無懷疑；他的心志也沒有老，證明

他一生專心跟從神的心沒有變質。他真是奮戰不懈。迦勒的人

生，是我們基督徒人生的榜樣。「原本我們服事上帝是沒有退休的

日子」。 

    



五、結論  
 我們也要學習克服枯橾、釘死老我的訓練？使我們面對艱難時，

我們的心不致被我們的感覺、我們的看法融化，我們需要用信心

學習專心跟從神，認定神要我們做的事情，使我們的心能歸向

祂。  

我們都希望我們的生命，因信主有好的開始，也要有個好的結

束，並且是一個強而有力的結束。迦勒的生命不但有一個好的開

始，也有一個美好的結束， 

並且是一個強而有力的結束，因為迦勒有一個心志 ─ 專心跟從

主。這個心 

志讓他不因環境而喪膽、不因時間而冷淡。這個心志在神眼中看

為寶貴， 

也特別蒙神的喜悅。這也是目前岡山長老教會所需要的，有更多

的「年青」迦勒、「中午」迦勒，「老人」迦勒站出來，為復興教

會作貢獻。 

。 

 

討論題綱： 

1. 神說，惟獨我的僕人迦勒，因他另有一個心志。什麼迦勒的心

志呢？這個心志對你的啟發是什麼？ 

2. 為什麼迦勒可以一直保持專心跟從主的心志呢？你是不是也有

這樣的心志，釘死老我，有聖靈新我的出現呢？有什麼方法可

以幫助你呢？ 

3. 跟從主，必須是主走到哪裡，你也走到哪裡。你認為要如何才

能跟得上呢？有什麼原因是攔阻你，使你在跟隨的路上落後的

呢？ 

4. 你覺得跟隨主的好處是什麼？有什麼具體的見證分享呢？透由

專心跟隨主、克服焦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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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專注力」有新的啟示。



幫助我們認識「迦勒心志」的意義與「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

在還是如何」的態度與角色，讓主成為我們的幫助，透由約書

亞記第十四章，看到「專心跟隨主」與「克服焦慮」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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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心志」的功課，對上帝意願謙卑，順服的服事，永

不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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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阿！感謝祢！感謝祢讓迦勒成為我們的榜樣，在眾人心

裡都軟弱時，迦勒的心能堅定跟從祢；當眾人看見很多困難的環

境，迦勒看見祢自己。主阿！求祢幫助我們，讓我們的眼目都專

注在祢身上，使我們能專心跟從祢，放下自己的感受，放下所有

困難，只是單單定睛在祢身上；以致祢能使用我們、建立我們。

求祢繼續祝福我們的生命，照經上說：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

也必如何。因為祢在我們中間。感謝祢！聽我們祈禱，是奉靠主

耶穌名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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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的功課？ 

2. 審查自己是否願意學習青年、壯年、老人的「迦勒」全然獻

祭，為主所用。是否願意參加目前教會的小組服事以及早禱會

的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