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SSING INTO FEARFUL PLACES 

定意進入可怕的地方 

 

列王紀下記載, 亞蘭軍兵圍困以色列北部的撒瑪利亞, 斷絕了該城的糧食供應。結果, 

該地大遭飢荒，人們絕望了, 便只好吃人肉。 

 

你有否注意到, 當情況日趨嚴峻時，人往往會責怪 神和祂的子民？當時的情形正是

如此。由於該城大大遭受困境, 以色列王便遷怒於先知以利沙，威嚇要將他砍頭。

王去見以利沙時已軟弱無力, 必須倚靠使臣來攙扶他了。 

 

繼而, 神的話語透過以利沙臨到了他們，說: 「耶和華如此說明日約到這時候，在 

撒瑪利亞城門囗, 一細亞細麵要賣銀一舍客勒, 二細亞大麥也要賣一舍客勒。」(王

下 7:1) 換言之, 在 24 小時之內, 糧食價格將會下降, 以致人人都可以買到。那時的

供應將會超乎他們所能想像的。然而, 那使臣對這不可思議的消息有何反應呢？

「有一個攙扶王的軍長對神人說: 「即便耶和華使天開了窗戶, 也不能有這事。」
以利沙說: 「你必親眼看見, 卻不得吃。」」(王下 7:2) 

 

這是何等樣的一場悲劇！看見神的供應近在眼前, 郤不得吃; 你能想像更可憐的屬

靈光景嗎？這就是信心不足的光景了。它會使我們和 神不可思議的供應隔絕了。 

 

請想像你得著了城中最高級館子的免費門票。你可以進去, 隨心所欲的點菜。那裡

的佳餚美食誠然會滿足你最深切的飢渴。於是你到了館子外面, 站在街頭，往裡面

窺看。你看見裡面的客人和美食。然而, 你還是站在外面。 

 

不知為何, 我們身為人都有一種奇怪的痛苦, 就是無法進入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我們

反倒會想出種種理由, 有關自己無法領受所白白得來的。我進入從未到過的地方, 會

感到尷尬嗎？如果進去, 但沒有人召待我, 那怎麼辦呢？如果我發現那門票不生效, 

那又怎麼辦呢？我豈能付帳呢？於是, 我們依然站在外面, 往裡面窺看。 

 

在應許之地外面 

很可悲, 這就是許多人對聖經的態度。他們讀到 神的真道, 能引用祂的應許, 高唱祂

信實不渝; 但問題是, 他們確實相信祂的話嗎？往往, 他們心中仍然深深的害怕, 便

作出種種理由, 說自己無法領受 神的產業。 

 

 



 

我們發現當摩西差派 12 名探子去察看應許之地時. 他們也有同樣的反應。「他們到
了以實各谷, 從那裡砍了葡萄樹的一枝, 上頭有一挂葡萄, 兩個人用扛抬著; 又帶了
些石榴, 和無花果來。…過了四十天, 他們窺探那地才回來。到了巴蘭曠野的加低斯, 

見摩西, 亞倫, 並全會眾, 又把那地的果子給他們看。又告訴摩西說: 「我們到了你
所打發我們去的那地,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 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民
強壯, 城邑也堅固寬大, 並且我們在那裡看見了亞衲族的人。」」(民 13:23-28) 

 

探子回來, 實在說:「神的話是真實的。我們看見了祂的供應, 該地確實流奶與

蜜！」然而, 他們看見的, 不僅是不可思議的供應, 更是城牆, 兵器, 身材高大的人。

結果，10 名探子只集中在他們無法進入那應許之地的種種理由。 

 

現在, 讓我指出以上的和我們讀經的相似點。你我總會面對一個決擇。我們可以看

見 神的供應, 說: 「是的, 祂的供應是真實的, 是屬我的。我會全然領受我的產

業！」或者,  我們可以站在那裡說:「我領會了; 神的應許很清晰。可是, 我的父母

說我無用。我的老師說我會一事無成。我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神啊, 你知道我面

對困境。我看見你的應許, 但難道我無法從遠處欣羡嗎？你誠然體恤我力量有限, 而

且阻力巨大。如果我選擇停留在街上, 只從外面觀看，我確實會得罪你嗎？」 

 

已被付清了 

多年前, 我從城裡最好的館子之一免費獲贈了四人的餐卷。我將之存下來，且帶了

父母去慶祝他們 50 週年的結婚紀念。召待為我們安排了上座, 且提供了充滿種種昂

貴菜式的菜單。 

 

爸爸點菜時說:「我要漢堡肉團, 土豆泥, 肉汁，但不要蔬菜。」, 那可憐的侍應就大

吃一驚。爸爸是個礦工, 習慣那些食物, 且害怕改變。我記得侍應對他說他們並沒有

這樣的菜式, 爸爸就局促不安。 

 

雖然主已把不可思議的「菜單」擺在我們面前, 有多少人還是會作出同樣的回應

呢？神說我們可以當傳道, 我們卻說: 「我要漢堡肉團。」神給了我們特權, 好讓我

們天天能有份於祂的生命。我們更能得蒙引領, 到超越我們所熟悉的地方, 經歷一些

前所未見, 更有深度的事情。這一切都是我們在基督裡的產業。 

 

主對門徒們說過: 「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們, 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只等真理的
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為祂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祂所聽見
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祂要榮耀我; 因為衪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
們。凡父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我說, 祂要將受於我的, 告訴你們。」(約 16:12-15) 

 

主實在說:「聖靈必臨到你們; 祂必把屬我的顯示你們, 因為這是屬你們的！」如

今，我們知道主所指的, 就是祂在十字架上所買贖的。換言之, 祂說: 「我讓你們可

以一概領受我在十字架上為你們買贖的。我讓你們可以領受我所贏得的勝利; 聖經

中每一個應許都是屬你們的。靈裡的自由, 異象, 醫治, 以及神成就難成之事超自然 



 

的能力都一概屬你們。然而, 我們身為 神的兒女, 雖可白白的領受這一切, 還必須努

力將之持定。 

 

持定 神的供應 

我們繼續讀到列王紀下的經文, 就知道 神果然發出供應, 應驗了祂透過先知以利沙

所說的。精確來說, 祂究竟如何成就這事呢？ 

 

原來, 有四名坐在城門外, 患了大痳瘋的人終於下此結論: 「我們何必待在這裡！我

們既然會餓死, 不如到亞蘭人的營盤去吧。」(參看王下 7:3-4) 他們四人下到敵軍的

營盤時，神就使他們的腳步聲有如軍隊進攻一般, 令亞蘭人軍心大亂, 拔腳逃亡。當

患了大痳瘋的抵達敵軍的營盤時，他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所看見的; 到處都是糧食, 

營火依然燃燒, 馬匹還是被栓在那裡。他們心中希望得著的, 都盡在眼前！ 

 

患大痳瘋的動了慈心, 便把他們所發現的報告守城門的人; 結果, 該城的人大得供應

了。「眾人就出去, 擄掠亞蘭人的營盤。於是一細亞細麵賣銀一舍客勒, 二細亞大麥
也賣銀一舍客勒,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王派攙扶他的那軍長在城門囗彈壓; 眾人在
那裡將他踐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王下來見他的時候所說的。」(王下 7:16-17) 

王那心中猶豫, 不肯聽信 神話語的臣僕被人踐踏, 死了。但願這絕不會成為如今君

王(即主)任何僕人的故事！ 

 

然而, 我們也看見有一批人定意聽信了關於供應的應許, 正如歷年來許許多多的人一

般。請想及那些定意接受, 且找著 神能力的; 就是說，軟弱的變得剛強, 不善詞令的

成為了偉大的傳道, 曾經沮喪的能帶給他人指望 ！ 

 

甚至像你我一般軟弱的初期教會也進入了主的「營盤」, 而找著了不可思議的供

應。那 120 名門徒一定曉得，對於有些人而言, 從樓房上出來，大可以喪命。雖然

如此, 他們都甘願進入可怕的地方。他們都知道主在十字架上為他們有所買贖的, 而

他們都定意將之領受。他們一定想起主所說過的, 就是說, 勸慰師(即聖靈) 必然臨到, 

向他們顯示主的勝利, 因為這就是他們所求的。 

 

我可想像這些人, 包括男女, 都挺身而起, 而有所領受, 彷彿進入應許之地一般。他們

為要持定自己所需, 神的資源(即勇氣, 愛心,  並當有需要時, 為著祂的榮耀, 甘願擺

上自己生命的心) ,而進去了。當門徒們從樓房上出來時，他們都存著公義的心, 且

帶著 神的能力。他們都得著新的心靈, 從害怕變得勇敢, 從只看見自己軟弱無能, 而

變得滿有異象。120 人來到眾人當中, 就充滿神的能力, 改變了當時的世界。甚至那

曾經因害怕而否認主的彼得也証道, 感動了起碼三千人去歸信主。初期的教會顯然

領受了他們的產業, 得著 神不可思議的供應！ 

 

起來且進去  

如今, 我要帶給你的好消息就是: 一如既往！神仍然大大供應; 在基督裡的「應許之

地」仍然屬於我們。神依然能領我們進入祂的生命。我們必須面對的, 只不過是自 



 

己的恐懼感(即怕改變, 怕受排斥, 怕被 神呼召到不熟悉的地方) 。然而, 信心並不如

此。信心並不會領我們到一些很舒適, 或憑己力能應付的地方。不！信心乃是會領

我們到惟靠信心, 才能得蒙扶持的地方。 

 

你我必須甘願進入這些可怕的地方。也許對你而言，可怕的地方是指脫離安穩的景

況, 或斷開一些不良的關係。也許這是指脫離一些不該有的處境, 無論如何，我們必

須來到一個地步, 說: 「我再也不要從外面觀看了, 乃要進去。我不管人家會有何看

法, 我可以得著神的供應, 所以我要付諸行動。我會在上座赴宴, 且盡情點菜！」 

這就是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 而且, 在此時此刻，我們絕不要退而求其次！這世代

該有一個榮耀的教會和見証; 就是說, 有一批人會定意進入可怕的地方, 因主而持定 

神的力量。現在就是起來, 且這樣說的時候了: 「神呼召我去在地上榮耀主名, 我就

不會以平庸的生活為滿足。神說過, 我若相信, 我和我的家人都會得救, 我就不會任

由魔鬼摧毀我的家庭。祂也說過, 若我敬畏主, 遵行祂的吩呼, 我的後裔就會在地上

成為有能的人。我不會以少於我的產業的為滿足。我會憑信心, 藉著禱告, 定意進去, 

深知聖經一切所說的都屬我！」 

 

你作出選擇, 定意進入這些可怕的地方, 人們的前途就會被改變。有一天, 有人會在

神的寶座前, 擁抱你, 說: 「謝謝你在工作環境裡挺身而起。不然, 我不會認識主。

謝謝你在我的窮困中來找我。謝謝你向我明明的彰顯 神！」 

 

所以, 務要起來且進去; 這就是以利沙的信息, 也是主今天對你的話語。務要起來且

進去, 因為凡願意領受 神奇生命的, 都必得著。阿利路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