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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試探犯罪、害⼰禍⼈

約書亞記7章1-26節

回顧上季
別忘記我們在第⼀課各⾃定了半年的⽬標，⿎勵⼤家在今季
繼續努⼒，向着⽬標前⾏。我們將會在本季最後⼀課⼀起回
顧，數算神恩。期待到時⼤家⼀齊分享。

本季⽬標
本季回應實踐將以「屬靈⼆⼈⾏」為重點⽅向，在整季裏，
⼤家會各⾃與⼀位固定組員互相守望，為每課⽬標⼀起禱
告，同⼼同⾏。

上課背誦經⽂

以⾊列⼈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城牆就倒塌了。(來⼗
⼀30)

引⾔

以⾊列⼈經歷神蹟並成功奪取了耶利哥︔然⽽因亞⼲⼀⼈犯
錯，連累了全民，敗陣艾城，直至約書亞帶領全民認罪悔
改，在拈鬮中找到亞⼲，將他懲治處死，才⽌息神的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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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原則

⼀）亞⼲犯罪、敗陣艾城 (書七1-5)

在耶利哥戰役中，神清楚明確地吩咐以⾊列民要謹慎、不可
取當滅的物 (書六18)︔然⽽亞⼲卻明知故犯，招來神的怒氣
向全民發作！再者，以⾊列民在準備攻取艾城時掉以輕⼼，
只派少量⼈員出征︔加上沒有求問神，以致這次戰役沒有神
的臨在，失去神同在的祝福，導致他們敗陣，民⼼消化！

這些都是我們要明⽩知道的重要真理：⼀個⼈的問題是會對
全體造成影響的，因為我們整個群體是同氣連枝，

是耶穌基督身體的⼀部份 (羅⼗⼆5)︔若⼀個肢體受苦，所
有的肢體就⼀同受苦︔若⼀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
同快樂。(林前⼗⼆26) ⼆）撒灰裂衣、百姓⾃潔 (書七6-15)
約書亞和長⽼們在神⾯前撕裂衣服、撒灰在頭上，在神約櫃
前悔改禱告，向上帝哀求，這是迎來神同在祝福的重要關
鍵。

神是滿有憐憫與恩典的，憂傷痛悔的⼼、祂必不輕看 (詩五
⼗⼀17)。祂吩咐約書亞「起來」，又指⽰約書亞以⾊列民
中有⼈犯罪，取了當滅之物︔吩咐百姓要⾃潔，因為非聖潔
沒有⼈能⾒主 (來⼗⼆14)，「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
藏的事沒有不被⼈知道的。」(太⼗26、路⼗⼆2)，總有⼀
天，神會引領揭⽰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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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出亞⼲、扔⽯處死 (書七16-26)

第⼆天清早，約書亞招聚百姓，「取出」了犯罪之⼈就是亞
⼲，「取出」就是以拈鬮的⽅式找出來的意思。

原來亞⼲私⾃拿了⼀件美好的⽰拿衣服、⼆百舍客勒銀⼦及
⼀條⾦⼦重五⼗舍客勒。在亞⼲表⽩⾃⼰犯罪的過程中，也
讓我們知道在⾯對試探時要如何警醒，他先是「看⾒」，這
是眼⽬的情慾︔然後起了「貪愛」之⼼，引動⼼裡的貪婪︔
繼⽽「拿去」，將惡慾化為⾏動︔再將物品「藏在」帳棚
內，來遮掩其罪⾏︔這與始祖夏娃和亞當在⾯對蛇的試探
時，所「看⾒」、「喜愛」、「摘下」與「躲藏」的犯罪過
程如出⼀轍 (創三6, 8)。 

結果亞⼲在亞割⾕被眾民扔⽯處死，結局悲哀！這叫我們警
醒，免得像亞⼲及始祖般掉落在罪的圈套中！

總結

本段經⽂讓我們看到個⼈的罪對群體的影響，需要全體⾃
潔，除去罪根。⽣活上我們都會⾯對不同的誘惑試探，我們
不會⼀下⼦犯下⼤罪，⽽是⼀步⼀步越⾛越錯、越⾛越深，
最後難以⾃拔，甚至影響身邊的⼈，影響群體。因此我們必
須省察⾃⼰，若有軟弱跌倒，需要⽴即認罪悔改，恢復聖
潔，不要讓罪害⼰害⼈。若知道身邊有⼈有軟弱過失，也要
勸他悔罪，挽回弟兄。願我們彼此認罪、互相代求，把罪從
我們中間「取出」，讓罪⼈恢復成為義⼈，讓整個群體恢復
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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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問題

1. 從亞⼲和夏娃的犯罪過程，我們如何從中學到教訓，勝
過試探︖

2. 個⼈的軟弱或得勝，在群體中如何帶來正⾯或負⾯的影
響︖試分享這⽅⾯的經驗。

屬靈⼆⼈⾏

⼤家在本週選定⼀位組員互相守望，⼀起⾒⾯或⽤電話互相
為勝過試探禱告。勝過試探、穿越前⾏。

背誦默想經⽂

以⾊列⼈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派中，謝拉的曾
孫，撒底的孫⼦，迦⽶的兒⼦亞⼲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
怒氣就向以⾊列⼈發作。(書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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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那裡跌倒、那裡起來

約書亞記8章1-35節

上課背誦經⽂

以⾊列⼈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派中，謝拉的曾
孫，撒底的孫⼦，迦⽶的兒⼦亞⼲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
怒氣就向以⾊列⼈發作。(書七1)

引⾔

以⾊列民蒙神赦免後再次得回神的指引，領受到攻取艾城之
法⾨，結果⼤獲全勝。之後約書亞引領百姓在以巴路山築壇
獻祭，並分別在基利⼼山及以巴路山宣讀祝福及咒詛的訓
⽰。

應⽤原則

⼀）有神指引、再攻艾城 (書八1-8)

以⾊列⼈再次攻打艾城，汲取過上回教訓後，今次不再掉以
輕⼼，約書亞和⼀切的兵丁都起來上陣，⽽得著神的指引是
致勝的關鍵。 

攻取艾城之戰有別於耶利哥之役，神以戰術謀略指⽰約書亞
如何攻打艾城。神所指⽰約書亞的戰術謀略是兵分三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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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派出兩⽀埋伏的軍兵，⼀⽀負責奪城放⽕、⼀⽀負責阻擊
援兵，再以另⼀隊⼈⾺以調虎離山之計引艾城軍隊出兵，繼
⽽⼀舉攻陷艾城，⼤獲全勝！神的意念和道路⾼過我們的觀
念和想法(賽五⼗五8-9)，有時會如耶利哥般神蹟彰顯，但有
時也會如艾城這樣的實際指引。 

若我們⽼是固守神舊⽇帶領的⽅式作為前⾏的樣板，不但是
限制了我們對神的認知，更有可能會錯過神豐盛的祝福！ 
(賽 四⼗三19)

⼆) 基利⼼山、以巴路山 (書八30-35)

在中部戰役得勝並盤據了重要的戰略位置後，約書亞帶領百
姓到⽰劍，這是亞伯蘭進迦南地後第⼀個築壇求告神之地 
(創⼗⼆6-7)。 

約書亞依照摩西在申命記廿七1-8中的指⽰，遵從神的吩
咐，進迦南地後⾺上到⽰劍旁的以巴路山築壇獻祭，當著以
⾊列⼈⾯前，將摩西所寫的律法抄在⽯頭上。並分別在基利
⼼山及以巴路山宣讀祝福及咒詛的訓⽰。隨後，約書亞將律
法上祝福、咒詛的話，照著律法書上⼀切所寫的，都宣讀了
⼀遍。 

以⾊列民被提醒、被警戒，遵⾏神的誡命會蒙祝福，叛逆遠
離神會招來咒詛︔讓我們今天也同樣被提醒，要好好地遵⾏
神的誡命，好叫祝福臨到我們的⽣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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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以⾊列⼈經歷過上⼀回攻打艾城的敗仗後，迅速在神⾯前為
所犯的罪回轉悔改，在⼼態上亦作出調整，緊緊跟隨神的帶
領，以致這⼀回神帶領他們得勝，並且使敵⼈盡都喪膽。⼈
⽣難免會碰到失敗或挫折，以⾊列⼈的經歷讓我們知道，⼀
次的失敗不代表永遠的失敗，只要願意回轉歸向神，凡事遵
祂的吩咐去⾏，祂便能帶領我們得勝又得勝，⽣命得著祝
福！

回應問題

1. ⽣命中有曾跌倒過或現在跌倒的地⽅，想要再次靠神站
起來嗎︖請分享如何能從跌倒中再次站起來的經歷︖

2. 分享⼀次遵⾏神的指引⽽得到好結果的經歷。神的意念
如何⾼過你的想法和意念︖

屬靈⼆⼈⾏

與本季的同⾏者⼀起為對⽅的軟弱跌倒的地⽅互相關⼼守
望。從跌倒中起來，穿越前⾏！

背誦默想經⽂

因為，義⼈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惡⼈卻被禍患傾倒。
（箴廿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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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疏忽錯誤、勇敢⾯對

約書亞記9章1-27節

上課背誦經⽂

因為，義⼈雖七次跌倒，仍必興起︔惡⼈卻被禍患傾倒。
（箴廿四16）

引⾔

迦南諸王發現，原來以⾊列⼈在艾城也會打敗仗，他們就結
盟攻擊以⾊列⼈。然⽽基遍⼈卻聽說了耶和華的作為，為了
不被滅絕，便設下詭計，假充遠⽅的使者欺騙以⾊列⼈，與
他們⽴下和約。以⾊列⼈因沒有求問神，以至落入他們的圈
套與之⽴約︔當三⽇後以⾊列民發現基遍⼈竟然是鄰近的迦

南居民，眾⾸領知道不可以⼀錯再錯，必要信守承諾，只好
讓他們存活，使他們作以⾊列⼈永遠的僕⼈。

應⽤原則

⼀）疏忽錯誤、沒求問神 (書九1-15)

以⾊列⼈受了他們些食物，並沒有求問耶和華。於是約書亞
與他們講和，與他們⽴約，容他們活著︔會眾的⾸領也向他
們起誓。(書九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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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這次所犯的錯誤跟艾城⾸戰敗陣的原因相似，就是
勝利之後沒有求問神的指引，引致約書亞和領袖們受騙，做
了不應該做的事，違反了神給他們要殺滅迦南⼈的命令，也
違背了不能與他們⽴約的吩咐(申七1-4)。基遍⼈以巧⾔抬舉
以⾊列⼈，⼜以食物為禮送給他們︔令約書亞及領袖們感到
洋洋得意，因⽽更容易受騙。 

通過這件事讓我們引以為鑑，越是獲得成功和好處時，越當
⾃重，不要讓勝利沖昏了頭腦，要繼續求問神，謙卑聆聽神
的引領。 

你要專⼼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的聰明，在你⼀切所⾏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三5-6)

⼆）勇敢⾯對、信守承諾 (書九16-27) 

眾⾸領對全會眾說：「我們已經指着耶和華以⾊列的神向他
們起誓，現在我們不能害他們。我們要如此待他們，容他們
活着，免得有忿怒因我們所起的誓臨到我們身上。」(書九
19-20)

當以⾊列民眾發現⽴約之民竟然就是鄰近的迦南居民，便向

領袖們發出怨⾔。然⽽眾⾸領知道不可以⼀錯再錯，便勇敢
⾯對，信守承諾，因為神是信實守約的神！背棄約誓不會討
神喜悅，更會招來禍患。約書亞把基遍⼈責備⼀番後，宣佈
他們要被咒詛作奴僕，為神的殿服役。雖然基遍⼈以不善之
⽅法欺騙以⾊列⼈⽴約求活命，但神是滿有恩典憐憫的。基
遍⼈不單能存活，更從此離開了他們敬拜的偶像︔並且以劈
柴挑⽔的特殊⽅式，成了事奉神的⼈，能得以親近神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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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 代上⼗六39, 代上⼆⼗⼀29, 代下⼀3)。基遍⼈忠⼼地事
奉神，成為外邦⼈歸向神的美好⾒證。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我指著我的永⽣起誓，他既輕看指
我所起的誓，背棄指我所⽴的約，我必要使這罪歸在他頭
上。」(結⼗七19)

總結

⾯對過錯、勇敢前⾏：以⾊列民雖然在這事上因沒有求問
神，疏忽錯誤，與基遍⼈⽴約，但當他們知道被騙後，領袖
沒有推卸責任，只因被詭計所欺騙，他們便選擇不可以⼀錯
再錯，勇敢地⾯對過錯，信守承諾。他們不停留在繼續犯錯
中，作不討神喜悅的事︔也不停留在疏忽的羞恥中，相信神
滿有恩典憐憫，會遮蓋他們的疏忽錯誤，繼續穿越前⾏！

回應問題

1. 以⾊列民因沒有求問神⽽疏忽犯錯，分享可以⽤什麼⽅
法提醒⾃⼰凡事求問神︖

2. 分享⼀件曾因疏忽犯錯，讓你感到遺憾或羞愧的事情。
你如何離開羞愧繼續前⾏︖

屬靈⼆⼈⾏

與本季的同⾏者⼀起為你仍感到遺憾或羞愧的事情禱告。得
著釋放⾃由，穿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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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默想經⽂

你要專⼼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的聰明，在你⼀切所⾏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三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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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南征北伐、得地為業

約書亞記10-12章

上課背誦經⽂

你要專⼼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的聰明，在你⼀切所⾏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三5-6)

引⾔

整個以⾊列⼈在迦南的戰役中，可以⽤「中間切斷、南征北
伐」作為總括了解。在佔領了中部的耶利哥、艾城與基遍
後，⾺上招來南⽅五王的進攻。神與以⾊列民同在，先是降
下⼤冰雹殺敗敵軍，之後是使⽇⽉停留⼀天，叫以⾊列軍有
時間追趕敵⼈及將五王殺敗。平定南⽅後，北⽅諸王也聯⼿
向以⾊列⼈發動攻勢，耶和華與約書亞及百姓同在，將敵⼈
交在他們⼿裡，最終殲滅敵軍，擒殺北⽅諸王。總計在約但
河西，約書亞帶領以⾊列民眾，⼀共擊殺了三⼗⼀位迦南地
的王。

應⽤原則

⼀）兩⼤神蹟、敗南五王 (書⼗1-43)

當以⾊列⼈成功佔據了中央地帶、中斷了南北往來，就整個
迦南地來說，確實是對當地的政治及商貿造成了嚴重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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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地理上耶路撒冷離基遍最近，直接承受壓⼒︔所以耶路
撒冷王連同南⽅四地的王出兵基遍，想奪回重要城池。

基遍⼈⾺上向約書亞求救，耶和華也應許約書亞出征，叫他
「不要懼怕」，並會將敵⼈交在他的⼿裏。因此約書亞從吉
甲出兵，在基遍將敵⼈⼤⼤殺敗，並乘勝追擊南逃的敵軍。
在伯和崙至亞西加的路上，耶和華叫冰雹從天降下，神奇地
冰雹只將敵⼈打死⽽沒有錯殺以⾊列⼈︔被冰雹打死的，比
以⾊列⼈⽤⼑殺死的還多。

之後約書亞為了將敵⼈⼀舉殲滅，⼤膽地求神將⽇⽉停留，
好使他能有⾜夠的時間追趕殺敵。當五王逃跑，藏身於瑪基
⼤洞裡，被發現後，約書亞有智慧的吩咐⼈以⼤⽯封住洞
⼜、命⼈看守︔先集中兵⼒追擊剩下的逃兵，最後才回來斬
殺五王，掛屍樹上。

當我們勇於作神的⼯作時，神蹟奇事就會隨著我們，所以我
們應當仰望神的⼤能⼤⼒，剛強作主⼯，不懼怕前⾏。

⼆）北上迎戰、擒殺諸王 (書⼗⼀1-23)

位於北⽅的夏瑣王耶賓聽到南⽅五王被殺的消息後，便聯絡
北⽅諸王聯合⼤軍來攻擊以⾊列⼈。這回戰役與上⼀輪南部
戰役不同的是，北部聯軍擁有騎兵和戰⾞，聲勢浩⼤︔⽽以
⾊列軍則只有步兵，⽤⼑⽤槍跟他們對敵，當然是處在很不
利的形勢。就在此刻，神再⼀次對他們說：「不要懼怕」，
神必將他們交付以⾊列⼈全然殺了︔並要砍斷敵⼈⾺匹的蹄
筋，及⽤⽕焚燒他們的⾞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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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征戰中，神以兩⼤神蹟使以⾊列⼈戰勝。⽽在北伐之役
中，神給約書亞以戰略取勝︔先是突擊⾏動 (書⼗⼀7)，跟
著乘勝追擊 (書⼗⼀8-9)，之後直搗⿈龍、擒殺諸王 (書⼗⼀
10-14)。 

約書亞爭戰得勝的要訣，關鍵在於「照神的話」、「照神的
吩咐」，只要是神所吩咐的，「沒有⼀件懈怠不⾏的」，就
能「奪了那全地」。所以只要我們照神的吩咐去做，就能做
到神所要我們做的，因為神必定為我們成就，我們並不是靠
戰⾞⾺兵，⽽是靠神的話。神所交付我們的，只要按著神的
話⾏，憑信⼼並順服，就能得著。(書⼗⼀15)

總結

東西兩岸、得地為業 (書⼗⼆1-24)：這章經⽂回顧了未過約
但河之前東部的戰事，記念神是如何幫助以⾊列百姓擊殺河
東⼆王，並將奪得河東之地分給流便⼈、迦得⼈，和瑪拿西
半⽀派的⼈為業。也總結了在約但河西⾯，約書亞帶領以⾊
列民擊殺了三⼗⼀位迦南地的王的事蹟。 

約書亞平定中部後，還未開始向南北部發動進攻，已經遭到
敵⼈主動攻擊︔但他因著神同在的恩典，亦能反守為攻，得
勝為終！在⼈⽣際遇中，許多時候我們都是相當被動，被困
難挑戰，被它主動找上⾨，只要我們能像約書亞般「照神的
話」、「照神的吩咐」，只要是神所吩咐的，「沒有⼀件懈
怠不⾏的」，就能經歷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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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問題

1. 試分享⼀次「照神的話」、「照神吩咐」去做⽽達致成
功或遇到困難的經歷，當中學習到甚麽︖

2. 如何能做到「沒有⼀件懈怠不⾏的」︖試分享你的經驗
或⼼得。

屬靈⼆⼈⾏

與本季的同⾏者⼀起持續殷勤「照神的話/吩咐」⽽⾏。(建
議：每天互相分享天天靈聽⼼得，⽬的為要達到「沒有⼀件
懈怠不⾏」。) 照神話語、穿越前⾏。

背誦默想經⽂

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僕⼈摩西，摩西就照樣吩咐約書亞，約書
亞也照樣⾏。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件懈怠
不⾏的。(書⼗⼀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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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化解誤會、穿越前⾏
約書亞記22章1-34節

上課背誦經⽂

耶和華怎樣吩咐他僕⼈摩西，摩西就照樣吩咐約書亞，約書
亞也照樣⾏。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約書亞沒有⼀件懈怠
不⾏的。(書⼗⼀15)

引⾔

此刻，以⾊列各⽀派在迦南地完成了分地，利未⼈也得到了
當得的城⾢及城⾢的郊野為產業，並且也分別設下了六個城
⾢作逃城，三個在河東、三個在河西。⼀切安頓好後，約書
亞按承諾為河東兩個半⽀派的弟兄們祝福，讓他們帶同戰利
品回家。那知當他們回到河東後，傳來消息說他們私⾃修築
⼀座⾼⼤的祭壇︔河西的眾⽀派差點出兵懲治他們，幸好祭
司非尼哈帶同⼗個⽀派的代表出訪河東，經了解後得悉是誤
會⼀場，在化解⼲⼽，釐清誤會後，他們把那壇起名叫「證
壇」，意思是：這壇在我們中間證明耶和華是神。

應⽤原則

⼀）信守承諾、功成身退 (書廿⼆1-9)

河東兩個半⽀派曾應許摩西 (民32章) 和約書亞 (書⼀12-
18)，若把河東的基列地分給他們為業，他們會跟其他⽀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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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過河參戰，直到以⾊列⼈各承受⾃⼰的產業才歸回。他
們果真信守承諾，連番爭戰也沒有退縮︔如今⼤功告成，便
得到約書亞的准許，可以回歸河東了。 

約書亞以申命記六1-5囑咐他們，要切切地遵⾏誡命律法、
愛耶和華神、⾏祂⼀切的道、守祂的誡命、專靠祂及要盡⼼
盡性事奉祂。也為他們祝福，並將許多的戰利品給他們帶回
家！

⼆）築壇⼀座、惹起誤會 (書廿⼆10-20)

傳來消息說河東的兩個半⽀派私⾃修築⼀座⾼⼤的祭壇，河
西的眾⽀派聽到後差點⾺上出兵懲治他們。感恩他們沒有⼀
時衝動，並讓祭司非尼哈帶同⼗⽀派的代表前往河東考察溝
通。 

就好像耶穌教導⾨徒在誤會磨擦中要當⾯的對話溝通 (太⼗
八15-17)，在非尼哈團隊處理此事中，看⾒他們的勇氣，這
⼗⼀⼈在會⾯後坦率直⾔，⼀點也不含糊地陳明聽到此事後
的想法和感受。並且有智慧地道出如果河東⽀派真的是叛逆
遠離神的話，不單他們受神責罰，河西的⼗⽀派也會⼀同被
牽連。更引述「毘珥的罪孽」，就是以⾊列⼈在什亭 (又
叫：毘珥) 與女⼦⾏淫，招致耶和華的怒氣，被神以瘟疫降
罰，死了⼆萬四千⼈ (民25章)︔及⽤「亞⼲的犯罪」，在耶
利哥城勝利後，因⼀⼈之貪念，⽽禍及以⾊列全民，導致艾
城之役敗陣 (書7章)，來警惕事情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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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化解誤會、穿越前⾏：最終在雙⽅溝通後，這誤會得以化
解，當中我們能看到有幾個化解誤會的要訣，包括： 

1）謙卑：不發怒或指責對⽅，要表達出謙卑和真誠的態
度。(書廿⼆22-23) 

2）解釋：要清楚的解釋，讓對⽅充分了解整個事情。(書廿
⼆24-28) 

3）重申：清楚表明沒有對⽅所以為的那種意思。(書廿⼆29) 

事情圓滿解決之後，河東的以⾊列⼈「給壇取名叫證壇」，
是為了證明這壇乃是耶和華神的祭壇，兩個半⽀派的⼈從來
沒有離開神。並且作為河東與河西兩地以⾊列⼈，沒有因為
這壇⽽⼤動⼲⼽，是同為肢體的證據。

回應問題

1. 經⽂中已提出了化解誤會的要訣，你認為實⾏出來有難
處嗎︖或者你有沒有更多的提議或需要補充的⽅法︖

2. 分享⼀次你最深刻的誤會事件。是如何化解的︖

屬靈⼆⼈⾏

與本季的同⾏者⼀起禱告，化解誤會，穿越前⾏。
1）為當中或有需要化解誤會的事情禱告，⿎勵勇敢⾯對或
尋求他⼈協助，修復關係︔ 

2）為在教會或⼩組中的⼈際關係禱告，在愛神愛⼈中彼此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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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默想經⽂

只要切切地謹慎遵⾏耶和華僕⼈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誡命律
法，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祂⼀切的道，守祂的誡命，專
靠祂，盡⼼盡性事奉祂。(書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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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數算神恩、專⼼事奉

約書亞記23-24章

上課背誦經⽂

只要切切地謹慎遵⾏耶和華僕⼈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誡命律
法，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祂⼀切的道，守祂的誡命，專
靠祂，盡⼼盡性事奉祂。(書廿⼆5)

引⾔

年紀⽼邁的約書亞可能已經將近⼀百⼀⼗歲了，他趁⾃⼰還
在世的時候，盡他最後的責任，向以⾊列⼗⼆⽀派的⾸領們
提出兩次忠告，要他們記念神在昔⽇如何的帶領，又勉勵⾸
領們要帶領後⼈⾛進當⾏之路 。

應⽤原則

⼀）回望神恩、壯膽愛神(廿三1-16)

約書亞離世前第⼀次招聚領袖，是要提醒他們和後⼈，要謹
記神如何帶領祂的⼦民，將敵⼈趕出去︔是神為以⾊列⼈爭
戰︔以⾊列⼈能⼀步⼀步的得地為業，亦是按著神的應許，
所以以⾊列⼈能得祝福都是在乎神，不是靠⼈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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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約書亞向眾⼈說，他已經把迦南地分給各⽀派為業。
有些地⽅，他已把仇敵剪除，但有些地⽅，還未能完全得
勝。然⽽約書亞憑著信⼼，按著神對以⾊列始祖的應許，就
把這些地分給以⾊列⼈，因他深信神必會繼續幫助他們，把
敵⼈趕出去。當刻，約書亞雖然未竟全功，但階段性的任務
已完成，餘下的路，就是各⾸領們需要肩負的責任。 

因著前⼈靠神得地為業的依據，使他們能格外的壯膽守神的
命令，今後他們仍能依靠神的同在追趕敵⼈，可以以少勝
多、以弱勝強，因為是神應許為他們爭戰，以⾊列⼈就能繼
續剛強信靠神，專⼼跟隨祂。

另⼀⽅⾯，約書亞唯恐⽇後以⾊列⼦孫偏離神的吩咐，沒有
⾛在神的聖約中，於是再三地告誡以⾊列⼈，務必專⼀跟從
神。否則如12節提到的「稍微轉去」違背神的約，必定被趕
出美地，遭致滅亡。約書亞特別提到不要與外族結親通婚、
往來聯絡，因為這樣會⼀步⼀步的將異教之風混入以⾊列民
中，是⼗分危險的事！ 

因此，回望神的作為是可以幫助⼈對神⽣出敬畏，也能警惕
⼈不要偏離神，如此⼈就能得著從神⽽來的剛強壯膽。

⼆）數算神恩，勉勵前⾏(廿四1-33)

約書亞臨終前再⼀次於⽰劍召集以⾊列⼈，「⽰劍」位於迦
南地的中部，是南北⼤道與東西⼤道的交會點。亞伯拉罕進
入迦南地後，⾸先在⽰劍為神築壇，神在這裡第⼀次與亞伯
拉罕⽴約。其後雅各全家從亞蘭回到迦南，也先在⽰劍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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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壇，清除偶像。⽽以⾊列⼈進入迦南之後，同樣⾸先在⽰
劍築壇，並在基利⼼⼭和以巴路⼭上宣告祝福和咒詛，⽴志
順服聖約 (書八30-35)。因此，約書亞將百姓召集到⽰劍，
正是為了在這個特殊的地⽅從頭數算神的恩典，激勵百姓堅
定與神所⽴的約。於是在24章2-13節，約書亞由神如何引領
亞伯拉罕直到賜地的經歷，都清楚地向百姓陳明，數算神
恩，免得他們忘記。 

數算神恩後，於第14與15節總共重複了七次「事奉」，「事
奉」的核⼼意義是指以奴僕之⼼，恭敬謹慎地服事神，專⼀
敬拜祂，並遵祂的旨意去⾏。約書亞在這裡兩次向以⾊列⼈
發出挑戰，要他們表明⼼跡、不要三⼼兩意。不管別⼈的選
擇怎樣，約書亞表明⾃⼰⼀家已作出堅定的選擇，他們⼀家
必定事奉神。 

經過這麼多年的事奉，其中吃過不少苦頭，經歷幾多艱⾟，
如今年⽼了，仍然決⼼事奉神，那是最真誠的奉獻，對神最
真實的愛。 

⽽⾯對約書亞這樣的挑戰，百姓⽤⼗分肯定的語氣回應約書
亞，表明他們的選擇「斷不敢離棄耶和華去事奉別神」。 

神創造人的時候，就已經將自由意志放在人的心中，祂尊重
人的自由選擇，並不強迫人來事奉祂，寧願人是出於真實認
識神而來敬拜祂。以色列人表明他們這樣跟從耶和華的原因
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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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神曾將他們「從埃及地的為奴之家領出來」。表⽰神拯

救了他們，使他們脫離奴隸的⾝分，完全得著⾃由。 
2）耶和華透過所⾏的「⼤神蹟」，彰顯祂的全能，證明祂
是又真又活的神。 

3）在曠野⾯對諸國列邦時，「神對以⾊列⼈的保護」。 

然後約書亞再次與以⾊列⼈⽴⽯為記，如今⽴在聖所旁的這
塊⼤⽯頭，是為了⾒證以⾊列⼈對神的忠⼼與順服，免得⽇
後他們離棄耶和華。也願我們各⼈以數算神恩、以⽴⽯為
記，推動我們起來，忠⼼事奉耶和華。 

總結

從神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發出的應許，推動了⼀個民族
及神的救贖計劃向前⾏，約書亞帶領以⾊列民過約旦河，踏
進迦南地，是活演出⼀種多代承傳的展現。當然神的⼯作並
未⽌息，耶穌基督的降⽣和救贖是應驗了神的救贖計劃，之
後使徒的腳踪直到今⽇，至永恆的天國，就是我們要⼀同藉
著成為神後裔所當⾛的路。 

因此約書亞臨終時對以⾊列⼈的提醒，今⽇我們都要引以為
鑑，若⼈在起初只有少許的偏離，也會離開了神救贖的路，
引來滅亡。所以我們既要謹記⼀切恩典都是出於神的帶領，
也要藉數算神恩，讓它有效地幫助我們，將神的作為由⼀代
傳至下⼀代。同時亦因着神恩激勵我們，起來事奉。專⼀敬
拜神，並遵祂的旨意去⾏，如此才能⾏在正路當中，也願我
們和我們的⼀家，⼀齊起來事奉神，如約書亞般⾛上神的救
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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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問題

1. 神如何藉著過去帶領，來塑造今天的你︖
2. 你的⽣命要如何調整來專⼼事奉神︖

屬靈⼆⼈⾏

與本季的同⾏者⼀起回顧上半年定了「起來服事」的⽬標。
數算神恩，與⼈分享。帶著感恩，穿越前⾏。

背誦默想經⽂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廿四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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