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造屬天的聖潔大道 

 
駛向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過去數十年來，我們看見了許多

的變化。重型推土機將陡坡修平，使連接特拉維夫到耶路撒

冷的 1 號高速公路截彎取直，山頂被徹底剷平，用橋梁連接

谷地，將山谷填平；這些都是為了緩解日常交通堵塞，直達

以色列首都。 

 

聖經提到類似的大工程也在屬靈領域發生。 

2020.05.13  猶太曆 5780     翻譯：豐盛     編審：雲嵐牧師 
作者：總裁 猶根．布勒博士｜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但不是為了不斷增加的觀光人潮，鋪平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也不是為了因應這個快速成長的「新創國家」日益成長的

基礎建設需求。這是一條屬靈大道，為了更重要的目的鋪設

的，將是為著預備主榮耀的降臨而進行的大道工程。 

 

「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

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

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

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以賽亞書 40:3-

5) 

 

 

 

 

目前在耶路撒冷週邊進行的高速公路建設是國家發起的工

程。然而，先知以賽亞提到天上發起的大道工程，他聽見號

角響起的聲音，邀請萬邦萬民參與這個預言性任務。 

 

https://cnbible.com/cuvmpt/isaiah/40.htm#footnotes


 

兩千年前，施洗約翰已經聽到了這個聲音，我相信現今這個

時刻會再次聽到這種聲音。 

 

這在當時的確是頗具爭議的呼聲。從許多方面看來，施洗約

翰算是特異獨行的人物。他不符合那時代的主流期待，聚會

地點不是在聖殿裡擦得閃亮的大理石廳，而是在沙漠裡崎嶇

惡劣的環境。他的口語風格並沒有受到當時偉大的演說家訓

練，他說話不假修飾，且直言不諱。他公開批評當時的宗教

領袖是「毒蛇的種類」，並挑戰希律王要為自己不道德的生

活方式悔改(馬太福音 14：4)。 他的衣著充其量是敝履粗服，

據耶穌說，絕對不是王宮裡穿的那種細軟衣服的(馬太福音

11：8)，而且他的飲食尤其特殊—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不論是施洗約翰的外表和講道內容，他都是個讓人開心不起

來的傳道者。然而，他卻受到眾人的喜愛，他們認為，曠野

裡這位獨特的異議人士有神的話要對他們世代說。他們感覺 

，神再次差遣古時以利亞般的人物，要挑戰他們的冷淡退後

和任意而為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們從以色列各地來聽他講道 

，並接受施洗約翰的洗禮。之後耶穌給他無人能及的最高讚

許：「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興起來大

過施洗約翰的。」(馬太福音 11:11) 

 

當人問施洗約翰，他究竟是誰；施洗約翰的回答意外謙虛，

表明他是誰並不重要，而在乎之後要來的那位主。「我就是

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

亞所說的。」(約翰福音 1:23) 

 



 

他的信息擊打了當時宗教既得利益者的要害，這些人認為猶

太人是上帝的選民，因此擁有直通天國的免費門票(路加福音

3:7-9)。相反地，神當時正在找尋的人是擁有著憂傷痛悔的心，

不是嘴上說說而已，而是預備好要悔改的人。 

 

施洗約翰宣告，如果必要，神可以從石頭中興起屬祂的百姓。

對施洗約翰來說，所謂的悔改不只是在教會或聖殿中讀懺悔

文，而是要徹底改變生活方式。「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

改的心相稱。」(馬太福音 3:8) 

 

施洗約翰來是要為彌賽亞預備道路，他的服事「有以利亞的

心志能力…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路加福音 1:17)或是像

耶穌之後所說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馬太福音 11:10) 

 

 

 

 

 

 



 

以利亞必須來到 

 

先知瑪拉基將以色列偉大先知以利亞，與預備主道路的事工

作連結。直到今天，猶太人在逾越節晚餐時有一項傳統，會

為以利亞預留位子，期盼他的到來，還會將門打開，免得以

利亞真的來了。 

 

當耶穌和祂的門徒在離開變像山下山之前，遇見以利亞和摩

西在和耶穌說話，門徒們就問耶穌：「『文士為什麼說以利

亞必須先來？』耶穌回答說：『以利亞固然先來，並要復興

萬事。只是我告訴你們：以利亞已經來了，人卻不認識他，

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將要這樣受他們的害。』門徒這才明白

耶穌所說的是指著施洗的約翰。」(馬太福音 17:10-13) 

 

耶穌的回答像密碼一樣難解。從「以利亞固然先來」和「以

利亞已經來了」，耶穌指出以利亞的雙重事工，一個是透過

施洗約翰來完成，雖然這項事工很有能力，但卻是以施洗約

翰斬首收場，「他們…竟任意待他。」 

 

然而，耶穌也提到將會出現一個未來的以利亞事工，「以利

亞固然先來」，照著主的吩咐，這個以利亞事工會帶出不一

樣的結果，因為這個未來的以利亞事工「要復興萬事」。 

 

現代以色列國要再次崛起與復興，世界各地教會正經歷前所

未有的增長，甚至出現全球性的震動(如同當前的冠狀病毒危

機)。這些都顯示我們正處在屬靈的重要時刻，耶穌即將再來！ 



 

如果是這樣，我們都需要重新認識施洗約翰的事工。我個人

認為，當前的危機是來自天上的呼召，要所有基督徒起來「預

備主的道」！ 

 

這次的呼召不是從個人、教會或事工來的，而是神聖靈的呼

召。世界各地許多渴望更多看見神的榮耀與救主降臨的人，

都聽見了這個呼召。今天我們聽到，世界各地許多書店的聖

經都銷售一空。儘管許多人被迫隔離，Zoom 的線上禱告會卻

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湧現。毫無疑問，當前危機正在挑戰並

改變教會，還有以色列。這個轉變將有助於為主預備道路。 

 

 

一條聖潔的大道 

 

神正在這個時代建造一條大道。不論我跟世界哪個地方來的

人聊天，他們都感覺神正在我們這個時代做新事。這是新皮

袋！而且這條新造大道不是以某個宗派或事工為名，也不是

人手所造，而是「主的大道」。 

 

以賽亞書第 35 章 8 節，先知以賽亞形容這條大道為「聖路」。

神這次的工作是要我們活出聖潔與悔改的新生活方式。「聖

潔」和「悔改」這兩個詞彙，在當今許多基督教圈子中變得

少見，但卻是以利亞和施洗約翰信息的核心。 

 

施洗約翰的悔改呼聲不是針對異教國家或羅馬帝國說的，而

是對神百姓的呼召。他呼召以色列百姓能夠與神和好，神今

天也呼召我們，也就是教會能夠與神和好。 



 

在啟示錄中(第 2 章到第 3 章)提到七間教會，只有兩間教會

得著神完全的悅納，大多數教會(七間教會中有五間！)都需

要迫切悔改。 

 

正如施洗約翰時代的以色列人，我們也需要除掉這樣的觀念 

，認為教會是通往天國的免費門票。如果神要在我們的世代

大大地動工，我們的生命就需要經歷極大的改變。 

 

今年一開始，耶路撒冷的同工就感覺神呼召我們要悔改，這

不是說我們都犯了顯而易見的罪。我們感覺神呼召我們，從

這個世界更多分別出來，更多與祂親近。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是美國最偉大的一位奮興佈道家，他所寫的經典著作

《復興講壇》(Lectures on Revival)中提到，每次復興都是先從

悔改出發，並伴隨悔改浪潮開始的，讓我們重新發掘這個聖

潔的美德！ 

 

 

 

 

 



 

曠野的呼聲 

 

修建主這條大道的呼召不一定會引起世界的關注與認可，如

同施洗約翰時代，這將會是來自曠野的呼聲。這個呼召，我

們的家人朋友可能聽不見，也不會在社群媒體平台或大型聚

會中出現，然而卻會讓你與神的關係更親密。冠狀病毒危機

帶來的其中一項祝福，就是讓我們回歸家庭，回到與家人的

關係，並與神的關係。聖經應許我們，如果我們親近神，神

就必親近我們。 

 

 

高山、低谷與彎曲道路 

 

神不是要來處理我們的低谷。在施洗約翰的時代，他的信息

是要帶領神的百姓脫離自滿與妥協的低谷，為要填補我們生

命的缺欠，這個缺欠可能是失去對耶穌起初的愛與熱情，也

可能是我們輕忽了恩典的途徑(Means of Grace)。神選擇透過

這些途徑來建造祂的國，這些途徑包括聖徒的相交、領聖餐、

花時間讀神的話，或花時間在個人禱告生活。 

 

許多人心中有驕傲、人文哲學和宗教行為等高山阻擋，攔阻

了神的作為。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要運用屬靈爭戰的兵

器，將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哥林多後

書 10:4-5)。這些都不是實體看得見的高山，但卻和洛磯山脈

和喜馬拉雅山脈的雄偉山峰一樣令人望而生畏。 

 



 

我們必須修直心中彎曲和扭曲的道路，為了使主的榮耀完全

地降臨。「彎曲」這個字的希伯來文是「yakav」，先知耶利

米也用了相同的字：「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

識透呢？」(耶利米書 17:9) 

 

已故的葉光明牧師經常喜歡提到，「欺哄人的」這個形容詞

不是被動式，而是主動式。這不是說，我們的心很容易受到

欺哄，而是我們的心是一個主動行使者，想要欺哄我們。這

也是為何先知耶利米在幾節經文之後，向神呼求：「耶和華

啊，求你醫治我，我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耶利米

書 17:14) 

 

預備主的道是跟我們的心有關，耶利米和其他先知都瞭解，

我們的心病得不輕，需要透過聖靈進行屬天的心臟移植。先

知以西結就曾對此發預言(以西結書 36:24ff)，先知耶利米也

提到神要與我們立新約，來處理我們心的問題(耶利米書

31:31 ff)。耶穌應許透過聖靈讓我們的心意更新變化，這個轉

變之劇烈，彷彿經歷重生一樣(約翰福音 3:6)。 

 

在這裡準確揭示其中的奧秘，為何施洗約翰的事工和神在這

世代的工作會有如此大的不同。在施洗約翰時代，許多人受

到他的影響，接受洗禮，卻沒有在以色列百姓心中產生持久

的轉變。同樣地，以利亞在迦密山上挑戰以色列民，也只能

帶下短暫的改變。先知何西阿深切體認：「以法蓮哪，我可

向你怎樣行呢？猶大啊，我可向你怎樣做呢？因為你們的良

善如同早晨的雲霧，又如速散的甘露。」(何西阿書 6:4) 

 



 

這也是為何曠野的終極呼聲需要聖靈大大的工作，才能讓人

心翻轉，否則還是會以失敗收場！施洗約翰時代和現今世代

最大的差別在於施洗約翰時代，聖靈還未大大澆灌下來。但

正因為對五旬節以及神的靈在末後日子大大地澆灌下來的

深切期盼，讓我們能期望看到神在我們這個世代施行奇妙的

大作為。在最近幾次的全球禱告聚會中，我的朋友安格斯．

布肯(Angus Buchan)表示，希望在這次冠狀病毒危機結束後，

能看見史上最大的復興運動。 

 

我們確實處在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時刻，有 40 億人口受到冠

狀病毒影響，接受不同程度的隔離。因此我們不要失掉這個

機會，要為著神的緣故贖回這個時間。這也是神再次從天上

對我們說話的時候，神要在這個時刻宣告，「再一次我不單

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透過這樣的震動，神要使「指明

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希伯來書 12:27) 

 

所有建立在人的榮耀和人努力之上的一切都將失敗，唯有建

立在神永不震動的國才能長存。如果我們都加入預備這條聖

潔大道的行列，我們將看見神的榮耀帶著能力降臨，比先前

的榮耀更大，而且全地都將看見神的榮耀！ 

 

「預備道路」是神給我們今年住棚節(Feast of Tabernacles)的

主題。當我們選擇這個主題時，我們並不知道這個主題對

2020 年會有多重要！今年的確是有聲音呼喊著「預備主的

道。」 

 



 

請為今年的住棚節禱告，或許這會是聖靈前所未有降臨的時

刻。您也可以用禱告的心，計畫加入我們在耶路撒冷的行列。

請查看我們的網站，取得關於住棚節計畫的更多資訊與最新

消息。 

 

在下一期的「預備道路」單元二，我將談到以利亞的事工如

何影響以色列與教會的關係。 

 

 

以西結書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們

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啟示錄 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裡出

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親愛的天父，我們向祢認罪，我們常常活在悖逆之下，隨心

所欲地生活，所花費的時間常常在無用之上，求祢赦免我們，

饒恕我們，聖靈幫助我們得以勝過一切的試探與誘惑，醫治

我們背道的疾病，修補我們破碎的靈魂，在祢的話語真理與

恩典之下，重新站立。因為主的話語立定在天，說有就有命

立就立。我們知道神的話語是活潑大有功效，不僅醫治我們，

也能建造我們的生命。 



 

好讓我們的已破損的皮袋，再次地被修補建造，賜給我們新

皮袋來承接祢的新酒與新油，祢賜給我們新心，將新靈放在

我們裡面，從我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除去一切的爭競比較，

自卑與自義，天父，賜給我們剛強壯膽、謹慎自守的心，我

們為著華人教會來禱告，求祢帶領我們，走在這條聖潔大道

上，各人看別人都比自己強，也不單顧自己的擔子，大夥兒

們一起來擔當彼此的擔子；因為這就成全祢基督的律法，是

祢看為喜悅之事。我們所要追求的，不是自己的所做的有多

大有多好有多強，而是追求神祢自己，更多地與祢親密，因

我們渴慕那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等候祢的再來，求主復

興我們，焚燒我們，帶領祢的教會成為「為主預備大道」的

教會。我們所期盼的，是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祢自己。天

父，祢帶領教會走在這條聖道上，修直主的路，預備主的道；

我們在這裡等候祢。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感謝您繼續關注追蹤支持台灣 ICEJ，最近因官網網站需要重

整更新，若您訂閱本週台灣 ICEJ 電子報，為避免您在官網上

訂閱電子報發生問題，以及我們因重整更新收不到您的來信 

，煩請您來信 Email 向我們訂閱 icej.taiwan@icej.org.tw，留

下您的訂閱者姓名與您要收信的 Email address即可。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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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cej.taiwan@icej.org.tw
https://www.icej.org.tw/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