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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講章                                 

沙宣 2010年 9月 12日 

專心跟隨主 
孫國鈞牧師 

 
今年是沙宣 27週年堂慶，明年中便是我可以交棒給任牧師的日子，但同時我們又再面對愉田
苑地方不夠用(特別是在早堂及中堂)，正考慮是否要開展幾年前定下的建堂第二階段─物色
適合地方購堂，達至一家一地的目標！究竟教會前路如何？在這領袖交替的時候，能否承擔

太多的變動？ 
 
我在八月上旬於思維靜院有 8天退修，在主前為自己也為教會禱告，主的話給了我很大的肯
定、鼓勵。其中一天，便是默想(書 1-6章)的經文。思敬去年 9月已和我們看過約書亞記，今
年滿洪也和我們讀約書亞記，似乎這卷書正適合我們去好好咀嚼！ 
 
(一) 承傳─上帝旨意的延續與成全(書 1:1-9) 
經文一開始便清楚說出：「上帝的僕人摩西死了，上帝就興起摩西的助手約書亞來帶領以

色列民，要領他們進入上帝應許賜給他們的迦南地去(1:1-2)」，為甚麼？因為上帝曾向他
們的列祖(指的是亞伯拉罕及他子孫)起誓，要將這地賜給他們。上帝所應許的，祂必實現！ 

 
上帝的應許是何時開始的？對這些以色列民來說，已是四百多年前的事了 (參創
15:12-21)。他們等了 400年，且曾在埃及為奴，直到上帝藉著摩西把他們帶出埃及，並在
西乃山與他們立約，一切都來得這麼奇妙！ 

 
本來在 40年前他們應已進了應許之地，可惜他們的上一代信不過上帝，看到這地的敵人
高大，便失去信心，埋怨上帝，結果呢？他們的上一代(除了約書亞和迦勒)，都死在曠野！
這是上帝對他們的審判！現在連他們最尊敬的屬靈領袖摩西也死了！對他們來說，是何等

大的打擊！還有盼望嗎？誰來領導我們？ 
上帝在這時刻清楚告訴祂的子民：領袖可以離開、改變，但上帝沒有離開、祂要祝福祂子

民的心意也沒改變。祂已應許的，不論隔了 40年或 400年，仍會成就！當上帝的時候到
了(40年的修剪、陶造、日期滿足)，便是在曠野成長的新一代要學因信進入應許之地的時
間。今天，上帝有否一些給予你的應許，尚未成就？回到祂面前察驗、對話，看祂有甚麼

話對你說？ 
 
經文甚至沒有說這一代的以色列民較上一代好，可以進入(雖然他們目睹上一代因不信而
不能進入，並在 40 年曠野漂流經歷上帝奇妙的供應，較上一代是學到了順服上帝的功
課)。順服固然重要(不要忘記，一整代的人都可以不得進入，便是一個警告)，但最重要的，
仍是上帝的信實─祂定了要成就的，必然成就！ 

 
所以林榮輝牧師雖然離世，柬埔寨工場失去了一位忠心僕人，但上帝沒有離開，祂必帶領

這工作繼續進行，就正如這工場也曾經歷所有宣教士離開，只餘下日新、麗娟，但主的工

作繼續，祂興起中心一班同工起來承擔！ 
 
昔日宣道會第一位來華宣教士賈錫德醫生(Dr. William Cassidy)於 1887年底乘船到中國宣
教，不幸在船上爆發天花疫症，他在參與治病過程中，自己也染了天花，於 1888年 1月
在日本橫濱醫院病逝，成了宣道會第一位殉職宣教士。但他沒有白白死去，他的妻子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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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遺願，於 1888年與另外兩位宣教士終於抵達中國，在安徽工作，至 1916年賈夫人死
在中國。他們兩名兒女亦在四川成都的差會服事，其中一名女兒秉承父志作醫生，傳道治

病！亦有很多人受賈醫生的生命感動，踏上宣教路！ 
 
所以上帝囑咐約書亞不用怕，只要剛強壯膽，因為祂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他同在，

叫他能完成上帝給他的託付，領以色列民入迦南。他要作的很簡單(雖然並不容易)，只要
作一個聽話、忠心的僕人─晝夜思想及謹守遵行上帝的話，他的道路就會亨通(當然，「亨
通」並不表示會沒有挫折艱難，乃指能做到上帝託付給他的！─這也是摩西的生命榜樣！ 
我和大家分享過，對「交棒、承傳」我也有很真實的體會─昔日主使用思敬帶領沙宣開荒，

為沙宣奠下了穩固的基礎。3年後(1986年)，主帶領他要到溫哥華接父親牧會的棒。我剛
從中神畢業，便戰戰兢兢的接過棒來。壓力當然有，但主提醒我不用和他比較，只要專心

跟隨祂，祂會帶領，所以自己從一開始，便學習不斷認定主才是沙宣的真正堂主任

(Pastor-incharge)，我不是。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份，結果如何，便要交給主！想不到轉眼
便 24年，祂的應許沒有落空！ 

 
幾年前，我已開始為沙宣的接棒人禱告，求主預備。感謝主，預備了任牧師去接棒。她當

然也有戰兢，但更重要是她願意開放自己的生命，讓主使用，主就必幫助她，當我看到主

為沙宣預備了接班人，我很感受到祂的信實，及對沙宣的愛眷，祂一定會繼續帥領我們前

行，我可放心。今天上帝仍在尋索一些願意將自己擺上，任憑祂差遣、使用的人─不看自

己，只願擺上，求主使用。你願意嗎？ 
 
今天，你有否為某人、某事禱告多年，仍未蒙應允？有否灰心懷疑？回到上帝面前與祂談

談，察驗一下這是否自己一廂情願的等待，或是上帝在這方面已給了應許，只是時候未到？

求祂堅固你的信心，忍耐等候，與祂同工！ 
 
(二) 同心─上帝子民同心接棒(書 1:10-16) 
有了適合人選願意承擔領袖的責任，也需要百姓整體願意全力支持這新的領袖，順服他的

帶領，方能成事。(書 1-6章)另一觸動我的，是以色列全會眾對上帝及約書亞帶領的順服，
經過 40年的操練，他們較上一代成長了！ 

 
同心順服(書 1:10-16) 
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流便支派和瑪拿西半支派對約書亞的服從，及願與其他同胞一起過

河、一起作戰，直到完成他們的承擔。這兩個半支派的人，是在摩西未死前，已求他將河

東之地分給他們與子孫為業。摩西提出的條件是：他們能打仗的男丁，都要帶著兵器與其

他支派一起過河、一起爭戰，直到其他支派都分了地，他們才可回到河東，與妻兒子女重

聚，他們也應承了(民 32:16-27)。 
 
現在摩西死了，他們仍願信守承諾，與其他人一起過河爭戰，並且表達對約書亞的順服和

支持：「你所吩咐我們行的，我們都必行。你所差遣我們去的地方，我們都必去。」(書
1:16)。何等美麗的一幅圖畫！(要知道：打仗一定會有傷亡，他們也不知道一去要到幾時
才能回家，其他支派都是連同家人一起過河的！但是他們願意信守承諾，也看重十二支派

的同心，願意一同作戰，以致能一同承受上帝應許的祝福！) 
 
結果如何？他們真的做到了。經過多年爭戰，以色列其餘九個半支派終於也可得地了。所

以這兩個半支派也終於可回家了(書 22 章)，但這已是多年征戰後的事，若約書亞接棒時
約 80歲，死時是 110歲(書 24:29)，則這征戰可以長達廿多年，他們真的為這同心征戰付
上了很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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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帝面前，一直為大家求的，就是這份彼此相顧、認定大家是在主內互為肢體、一起

事奉的同心，我很清楚明年的「接棒」，肯定不能只是由任牧師一人接棒，乃是整個會眾

都要起來，以沙宣為家，同心接棒！ 
 
沙宣一直以來很看重教會是上帝的家，但同時亦不斷受著個人主義及分門別類的沖激，800
人的群體，很不易可以匯聚同心。2001年為擴堂之事爭拗是一低谷，之後經歷上帝的修
剪，過了幾年曠野日子，到 2006-2007年上帝帶領我們同心建堂，我們在同心上像進了一
步，但仍有很多地方需要上帝的修剪陶造！ 

 
先陣子討論崇拜遲到處理問題，也勾起不少辯論─我教導大家透過這事要一起學兩件事─

敬畏上帝及彼此相顧、順服(弗 5:21) 
 
「敬畏上帝」是從心而發，導致相應的行動，週六晚早些睡、主日早起、預多些時間交通，

可早到崇拜，且不早退。明白到崇拜是一集體行動，欣賞事奉人員為崇拜付上的努力，願

意依從教會對崇拜秩序的各樣安排，以致我們能有秩序地、同心地敬拜。 
 
「彼此相顧」─我們體會大家同屬基督的身體，互為肢體，應彼此相顧相助，強壯的扶助

較弱的，所以早到的弟兄姊妹不要論斷遲到的、只覺得他們防礙了自己崇拜；遲到的也不

要埋怨不能進入禮堂、覺得教會無情！ 
 
最近仍有遲到者與招待「拗」誰的鐘準時、或投訴招待不準他們入禮堂！每次有衝突發生，

都是在考驗著我們有多少這份願意「敬畏上帝、彼此相顧」的心！我們是否願放下自我，

放下那「消費者」的心態，與弟兄姊妹一起操練同心，像昔日這兩個半支派願與其他弟兄

們一起爭戰，直至得勝？ 
 
其實到現在我們仍面對地方不足的限制，而同工們也在學習怎樣實踐「彼此相就、相顧」。

就如兒童主日學情願暫停開新班，並將所有早堂班級改到樓上上課，讓出地下給長者上

課；長者也想盡辦法找其他地方(如：愉田苑樓上、其他長者家中…)上課、騰出空間讓詩
班、敬拜隊可以練詩… 

 
青少年同工知道我們的需要，主動提出可考慮將青少年崇拜由主日早上調動到週六下午，

在主日早上在都會騰出教會的空間讓兒童主日學、長者可調過來以解決問題… 
 
我們這麼多人，擠迫在這麼有限空間，怎會沒衝突、張力？我們當然應想辦法解決問題。

但讓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張力、衝突，就是考驗我們是否成熟，願意敬畏上帝、放下自我、

彼此相顧的時刻！有時上帝沒有立刻為我們解決所有問題，為的就是讓我們在這些問題上

受操練，學習同心！ 
 
我相信在上帝的家中，沒有人可以是只領受，不用付出的(Only get & not give)。聖經說：
「我們堅固的人，應當擔當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

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

同心，效法基督耶穌…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予上帝。」
(羅 15:1-3,5-7) 
The Message譯得很好: ‘ Those of us who are strong and able in faith need to step in and lend a 
hand to those who falter, & not just do what is most convenient for us. Strength is for service, 
not status. Each one of us needs to look after the good of the people around us, asking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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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can I help?’ That’s exactly what Jesus did’. 
 
去年和一些弟兄姊妹訪問播道會同福堂，很受感動。他們也面對不夠地方的問題，為了讓

主日有空間接待新人，他們情願將兒童主日學及青少年崇拜搬到週六下午黃昏！弟兄姊妹

願為接待及服侍新人而放下自我，忍受不便，何等可貴！ 
 

(三) 跟隨─上帝子民順服跟隨祂的引導 
(書 1-6章)的記述，有一個明顯的主線─對上帝的吩咐及帶領順服跟隨，這正是他們上一
代做不到的地方；如今面對新的挑戰，他們必須在當中學習同一的功課─由過約旦河，到

攻取耶利哥城，都是學這功課！無論上帝的吩咐在人看來多麼奇怪或不可能，他們都要學

順服跟隨，而非自作主張行事。 
 
過約旦河(書 3:1-6) 
上帝對怎樣過河的吩咐很清楚─誰走在前頭引路？不是約書亞！乃是祭司、利未人抬著上

帝的約櫃先行，而眾百姓要離遠跟著(至少相隔半里)，好讓全會眾都可清楚看到上帝在前
面的引導！上帝是他們真正的引導，帥領他們走這向來沒有走過的路(第 4節)。 
 
結果，當抬約櫃的祭司們到了約旦河，腳一入水，那從上往下流的河水便停住，立起成疊，

以色列眾民便從河東乾地經過，像 40年前他們的上一代在上帝的開路下過紅海一樣！ 
 
上帝為元帥(書 5:13-15) 
過了河，他們便要打杖，才能得地。首仗便是要攻取耶利哥城。之前在曠野，約書亞也經

歷過不少爭戰，但當時的領袖是摩西。現在他首次作總指揮，對他來說，此仗只許勝、不

許敗！他緊張，感到有壓力，是很自然的，但就在他正在思想這場仗應怎樣打時，上帝來

了，給他一個最重要的提醒─我不是來幫你們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第 14
節) 
 
上帝會親自帥領、指示約書亞及會眾怎樣打仗。那麼約書亞當作甚麼？─很簡單，照著上

帝的吩咐去做，而非靠自己的力量計謀、去自作主張！何時他靠自己，便失敗！ 
 
攻取耶利哥(書 6:1-21) 
不要以為跟隨上帝的吩咐很易！上帝跟著便要考驗他們的順服，祂所定攻取耶利哥城的方

法，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謬的(crazy , doesn’t make sense!)，過百萬人圍著這城
─軍隊先行，接著是祭司與約櫃，然後是眾百姓。除了祭司要吹角外(代表著敬拜，與宣
告上帝的勝利！)其他人不淮出聲叫陣，就是這樣圍城一週、一日一次，到第七日七次，
然後才一起呼喊！城牆就會塌陷了！他們便可將城奪取！ 
 
你是身經百戰的約書亞，你也會感到疑惑，這樣做行嗎？敵人會怎樣看我們？他們定會嘲

笑我們！百姓又會怎樣看？但他沒有向上帝提出質疑，只是以順服的心去依吩咐行事，而

事就真的這樣成了！ 
 
上帝就是要祂的僕人和子民學到這簡單順服(simple obedience) 的功課─非勢力非財能，
乃靠上帝的靈方能成事，因為上帝會帶領祂的子民爭戰(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你有否經歷過上帝叫你做一些在你看來不可能的事？(甚至是 crazy的事？)你如何回應？
你又有否經歷過祂為你成就了這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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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沙宣弟兄姊妹來說，這應該不陌生！大家還記得在上次擴堂事上，上帝給了鮑牧師一個 
“crazy idea”─我們買很不理想的 B3，然後請一浸將更大的 B2與我們交換！結果呢？不
用交換，一浸便願意將他們一直使用的 B2賣給我們─只要是上帝在帶領，在祂便沒有難
成的事！若甚麼也靠自己，怎能經歷上帝奇妙恩典？ 
 
所以雖然上次擴堂(2006)至今只有幾年，我們又再面對地方不足的問題，要再思想是否要
購堂，但我心中卻很有平安，相信主必會逐步帶領我們。我所關心的，是主今次要我們一

起學甚麼功課？是的，現時的樓價是不合理的高，而且在都會暫時也沒有適合的地方出

現，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在過去多年，我們已學到了認定「地是屬於耶和華的」，上

帝的工作，倘若以上帝的方法及時間去作，必不缺乏上帝的供應。我們要再次學習的，是

先求祂的國和義，好好學習祂要我們學的，並且相信到了時候，祂必供應！ 
 
上次擴堂，弟兄姊妹能盡了力量，且超過力量地為建堂奉獻，不是因為大家有足夠的錢，

而是因為大家看到上帝怎樣為我們行了奇事，將都會賜給了我們，既然如此，又怎能不回

應？ 
 
當我看到這幾年上帝怎樣繼續逐步引導我們： 
透過愉田苑業主立案法團提出要將這地方交回房署，引發我們去反省教會對這社區的

使命是甚麼？ 
上帝在這幾年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傳福音(不論是弟兄姊妹帶父母返長者慕道班，或是啟

發課程…，我的心真是帶著期盼，想看看上帝會怎樣帶領我們一起走前面那未走過的路，
為我們繼續行奇事！我求的，不單是地方，而是沙宣這個群體的繼續成長與更新。你又

如何？預備好跟隨祂嗎？ 
 
約書亞要帶領以色列民入迦南爭戰取地，承受上帝應許，走未走過的路。我為沙宣求的，

也是上帝帶領我們走新的一程，而非 “more of the same”！當然，走未走過的路看似不安
全，要冒險，但同時會經歷上帝為我們行奇事！求主成為我們的異象，破去我們固有的

框架，叫我們剛強壯膽，憑信跟隨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