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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你要起來、剛強壯膽

約書亞記1章1-18節

引⾔

經⽂⼀開始提到摩西死了以後，神親⾃對約書亞說要他繼承
摩西的職任，帶領以⾊列⼈進入迦南應許地。本課讓我們看
到承接這重⼤責任的約書亞，如何被神激勵，剛強壯膽，起
來回應召命，並向以⾊列⼈發施號命，預備踏上征途。

應⽤原則

⼀）起來承接、同在應許

回應神的召命從來不容易，神的應許更是不可少，摩西死
後，神直接了當地對約書亞說「我的僕⼈摩西死了，現在你
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所要賜給以⾊列⼈的地
去。」(書1:2) 神不單只要約書亞承接摩西的職任，更給他
承接了「神的僕⼈」這身份，帶領以⾊列⼈入迦南。⽽且神
不單只向約書亞重述了賜給以⾊列⼈迦南地的應許(書⼀3-
4)，更應許約書亞同在的應許「你平⽣的⽇⼦，必無⼀⼈能
在你⾯前站⽴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
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書⼀5) ⽽約書亞需要
作出的回應是「起來」和「剛強壯膽」，神應許他只要剛
強，謹守遵⾏神的話，⼀切就必順利(書⼀6-8)。約書亞的召
命是承接摩西作領袖︔在⼩組中，我們又有甚麼召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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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組員也是組成⼩組的⼀部份，我們能夠在這⼩組中是
有神的⼼意，定必在建⽴⼩組中有份，各⼈恩賜特質不同，
你所建⽴的部分，可能是敬拜、可能是查經、可能是帶領、
也可能是安排活動。任何事奉⼈員也有退下來的⼀天，需要
承接，我們如何起來回應在⼩組中的召命︖如何發揮⾃⼰的
恩賜︖承接不同的崗位︖同時我們也是教會中的⼀員，在教
會中我們又是擔當甚麼角⾊︖⿎勵我們每⼀位「你要起
來」，像約書亞⼀樣「剛強壯膽」，以信⼼回應 - 建⽴⼩
組、建⽴教會的召命！

      
⼆）剛強壯膽、順命回應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 - 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書⼀9) 約書亞承接召命和應許後，神再次吩咐他要剛強壯
膽，因為神與他同在。約書亞領命後就⽴即起來，吩咐河東
兩個半⽀派⼤能的勇⼠要⼀起過約旦河，幫助其他弟兄得地
為業(書⼀12-15)，以⾊列⼈就回答約書亞說：「你所吩咐我
們⾏的，我們都必⾏︔你所差遣我們去的，我們都必去。我
們從前在⼀切事上怎樣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聽從你︔惟
願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在，像與摩西同在⼀樣。無論甚麼⼈
違背你的命令，不聽從你所吩咐他的⼀切話，就必治死他。
你只要剛強壯膽！」(書⼀16-18) 可⾒不⽌約書亞順命回
應，以⾊列⼈也是⼀同回應。值得留意的是：約書亞不是⼀
下⼦就成為領袖，⼀下⼦全以⾊列⼈就聽命於他。他從年幼
開始就已經是摩西的幫⼿，他曾經在利非訂與亞瑪⼒⼈爭戰

(出⼗七8-16)︔跟隨摩西上西乃山取⼗誡的法版 (出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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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受命看守會幕(出三⼗三11)︔代表他的⽀派與其餘⽀派
代表前往窺探迦南地(民⼗三3-16)等。他⽢於受摩西的教
授，亦因此正式在祭司⾯前被膏⽴(民廿七18-23)。他之所以
被選召為領袖，是基於他每次都順命回應，從⽽建⽴了領袖
的素質。「⼤能的勇⼠」也不是頭⼀天就是勇⼠，他們也是
與約書亞⼀同經過⼤⼤⼩⼩的戰役才能成為今⽇的「⼤能勇
⼠」。我們每⼀個也⼀樣，雖然都有建⽴⼩組和教會的召
命，卻不是⼀朝⼀⼣就能承擔某些崗位。有時我們都會有軟
弱、有膽怯的時候，但不要忘記常常預備好⾃⼰，按能⼒參
與在不同的事奉當中，⼀點⼀滴累積經驗。我們只要剛強壯
膽，起來回應！

總結

萬丈⾼樓從地起，約書亞能成為領袖，是從少年開始就回應
參與在各事務中，累積了經驗⽽成為擁有領袖素質的⼈。當
主選召他時，吩咐他剛強壯膽，他就起來回應。並且他不可
能⼀個⼈就攻下整個迦南，當他剛強回應時，⼗⼆⽀派也配
合起來，成就⼤事。教會發展也不可能只有領袖回應，團隊
回應才能真正成就 神的美意，今年的主題是「激活信⼼、
穿越前⾏」，願意我們每⼀位都像約書亞⼀樣，剛強起來、
承接召命，在⼒所能及的崗位上順命回應！讓我們的信⼼⼀
同被激活，能夠同⼼穿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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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問題

1. 你有沒有試過獲得⼀項不容易的任務︖如何靠主剛強⾯
對︖分享⼀次你慷慨施予給別⼈，⽽內⼼得著富⾜的經
歷。

2. ⼀個⼈⾛得快，⼀群⼈⾛得遠，試分享你在團隊合作事
奉上的⼼得，或成為「幫⼿」的經驗。

回應實踐

寫下⼀項你未曾試過的事奉崗位，定下半年計劃，如何裝備
⾃⼰，完成這⽬標。

禱告守望

⼀起為⼩組禱告，求主讓每⼀位組員都能「激活信⼼、穿越
前⾏」，踏出新的⼀步！

背誦默想經⽂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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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課
堅定信靠、踏入河裡

約書亞記3章1-17節

上週背誦經⽂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
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書⼀9）

引⾔

在本章的經⽂，我們讀到以⾊列⼈在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
前，神要他們先學會等候和⾃潔，並跟隨約櫃⾛。結果，因
以⾊列⼈的順服與信靠，在約旦河⽔漲過兩岸的時候，擡約
櫃的祭司腳⼀入⽔，河⽔便分開，⽴起成壘，以⾊列⼈得以
從亁地過河，經歷神蹟並進入應許之地。願意我們都從今天
的經⽂中學習如何能跟隨神的同在，進入神的應許。

應⽤原則

⼀）等候⾃潔、跟隨約櫃

等候是順服與信靠的表現︔當以⾊列⼈到了約旦河邊的時
候，正值是洪⽔期，河⽔會漫過兩岸，要以⾊列⼈過河是不
可能的事。但此時，不管是約書亞、官長或眾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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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其實是要怎樣渡過約但河呢︖」他們只是等候，因
為他們深信在神沒有難成的事。神要以⾊列⼈⾃潔，「因為
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奇事」(書三5)。⾃潔是除去⼀切
的罪與不信，預備⾃⼰的⼼靈去看⾒神的作為。神更要以⾊
列⼈跟隨約櫃⾛，約櫃是神寶座的象徵，代表祂的同在，以
⾊列百姓跟著約櫃⾛就好比⼈願意跟隨神的引領。以⾊列民
必須跟隨約櫃的帶領，因為那條路他們沒有⾛過(書三4)。作
為神的⼦民，我們都渴望能「穿越約旦河，進入應許地」，
但要⾛進神所計劃和應許的⽣命中，是⼀種新的嘗試、是沒
有⾛過的路，因此我們必須如以⾊列⼈⼀樣，學會「等候⾃
潔、跟隨約櫃」去⾏⾯前的道路。

⼆) 蒙神堅定、踏進河裡

神不但叫以⾊列⼈要跟隨約櫃⾛，祂更親⾃對約書亞、祭司
和以⾊列百姓說話，好讓他們的信⼼被堅定。

 堅定約書亞 (書三7)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從今⽇起，我必使你在以⾊列眾⼈
眼前尊⼤，使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
在。』」這是約書亞最需要的安慰說話，因為他即將領以⾊
列⼈過約但河。雖然他從前曾渡過紅海，但那時是摩西作領
導，現在則是⾃⼰負責帶頭。他最需要神給他⿎勵和打氣，
⽽最能叫他安⼼的莫過於神的同在了，⽽神應許祂要照與摩
西同在時的情形與他同在︔因有神的同在和同⼯，⼈才會尊
重約書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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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祭司(書三8) 

「你要吩咐擡約櫃的祭司說：『你們到了約旦河的⽔邊上，
就要在約旦河⽔裏站住。』」祭司的位份是站在神與⼈中
間，他們必須要⾃潔。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抬約櫃在前頭
⾛，⽽不是⾃⼰⾛。約櫃代表神的同在，因此祭司的事奉必
須確實帶下神的同在。每⼀個真正受呼召事奉神的⼈，都必
須「抬約櫃在前頭⾛」，使到我們的服事能釋放神的同在，
讓百姓和信徒得著引導，知所跟隨。

堅定百姓 (書三9-13) 
神亦堅定以⾊列會眾和他們的信⼼，使他們重新認定祂是他
們的神。祂應許⾃⼰必與他們同在(書三10)和幫助他們得勝 
(書三11)，⽽神要他們為此作⾒證 (書三12-13)。

總結

約書亞、祭司和百姓都照神的吩咐，依神的意思去⾏，因此
能看⾒神的能⼒彰顯。雖然當時約旦河⽔漲過兩岸，理性上
不是過河的⽇⼦，但他們都願意遵⾏神的吩咐。當祭司的腳
⼀踏入⽔之時，約但河⽔便在極遠之處「停住，⽴起成
壘」，這是莫⼤的神蹟！因著以⾊列上上下下都照神吩咐⽽
⾏，結果他們就看⾒神的⼤能，經歷與上⼀代過紅海類似的
經歷。上次的神蹟是風聞，這次卻是親眼看⾒了！願意我們
都能因堅定信靠、順服跟隨，⽽親眼看⾒神的同在與能⼒彰
顯在我們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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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問題

1. 分享你曾如何等候神為你成就某事的⼼路歷程︖
2. 你是如何被別⼈的說話或給予的經⽂堅定和安慰過︖那
句說話或經⽂是甚麼︖

回應實踐

今個星期內，選擇⼀段經⽂，送給⼀位組員堅定他/她的信
⼼。

禱告守望(渴慕聖靈)
彼此禱告，求主給我們堅持的⼼，緊緊跟隨神！

背誦默想經⽂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
們中間⾏奇事。」（書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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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為記、上岸前⾏

約書亞記4章1-17節

上週背誦經⽂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
們中間⾏奇事。」（書三5）

引⾔

這時以⾊列民已經歷了⼀項偉⼤神蹟-⾛著乾地安全渡過了
約旦河。之後神吩咐他們要在河中「祭司所站之處」，取⼗
⼆塊⽯頭到岸上並⽴在吉甲作記念，及後也要另安放⼗⼆塊
⽯頭在「祭司所站之處」的位置。當以⾊列民盡都過河，⽽
祭司腳掌剛落旱地後，約旦河⽔便奇妙地恢復流動，並仍舊
漲過兩岸！

應⽤原則

⼀）⽴⽯為記、世代記念

神吩咐以⾊列民將⼗⼆塊⽯頭從河中「祭司所站之處」，取
到岸上⽴作記念，是讓以⾊列民看⾒神的恩典與⼤能的作
為！「⽴⽯為記」對當代的⼈⽽⾔，是要提醒他們記念神奇
妙的作為，不可忘記祂的恩惠。「⽴⽯為記」對後代的⼈⾔
⽽，不但證明神過去⼤能的作為，也教導他們將來照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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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神的⼤能！另外⽴⼗⼆塊⽯在河中「祭司所站之處」，
那是神⼤能彰顯的記號、是⽣命蒙恩的軌跡︔河⽔復流後雖
被覆蓋著，但經⽂說：「直到今⽇，那⽯頭還在那裡」(書
四9)，時間與環境的改變是永不能磨滅神恩典的確實！我們
是否也有常回望⽣命中神曾施下的恩典作為提醒呢︖「祭司
所站之處」就是約櫃的位置，也就是神同在的代表。⽽⽯頭
在「祭司所站之處」的更換，更是啟發我們看到耶穌以他的
死代替了我們的罪 (彼前三18)，⼗字架就是我們每⼀個基督
信徒救贖恩典的記號！在取⽯的過程，⼗⼆⽀派有份參與，
貢獻⾃⼰的⼼⼒，更是共同⾒證神⼤能的作為。這不是少數
或某⽀派所作的事，當⽇後各⽀派的後代⼦孫提起這事，必
都與有榮焉，因這是⼤家共同⾒證的歷史回憶，也是神⼀同
帶領著⼗⼆⽀派的記號。我們今天也要與眾弟兄姊妹同⼼合
⼒為主作⼯，共證神恩！

⼆）祭司上岸、河⽔復流

神怎樣「曉諭約書亞」(書四15)，約書亞就怎樣「吩咐祭
司」(書四17)，⽽祭司就照樣去⾏。約書亞和祭司並不是沒
有⾃由意志，卻願意⽤⾃由意志去順服神，因為他們相信神
的帶領是最好的。神要以⾊列民藉這些⽯頭來為祂作⾒證，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有能⼒，也要使你們
永遠敬畏耶和華 - 你們的神。」(書四24) 今天我們所要的不
單單是配帶⼗字架裝飾作記號，乃是要在⽣活中，展現出我
們所經歷到基督信仰的福樂⼤能，時常開⼜為祂作⾒證，並
在信徒間彼此相愛作為基督⾨徒的記號！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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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以⾊列民已安全渡過了約旦河，並按照神的吩咐⽴⽯在
河中及岸上作為記念，那⽯頭於當時是蒙受恩典的記號︔⽽
今天我們蒙恩惠得救贖的記號就是⼗字架，是耶穌以⽣命來
換取我們的罪得赦免！

回應問題

1. 請分享⼀個與弟兄姊妹同⼼「⽴⽯為記」的經歷。
2. 你希望別⼈從你「⽴⽯為記」的經歷中，認識神是⼀位
怎樣的神︖為甚麼︖

回應實踐

記下過去⼀個⽉的恩典，然後與⼀位未信主及⼀位信主的⼈
分享。

禱告守望(渴慕聖靈)
為眾弟兄姊妹能同⼼為主作⼯禱告，也成為未信的⼈和後世
⼈認識神的記號。

背誦默想經⽂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有能⼒，也要使你們永
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書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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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命割禮、除去羞恥

約書亞記5章1-9節

上週背誦經⽂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有能⼒，也要使你們永
遠敬畏耶和華－你們的神。(書四24)

引⾔

迦南地的諸王因聽⾒耶和華為以⾊列⼈所做的神蹟奇事，就
都顫抖，⼼都消化。這絕對是以⾊列⼈最好的進攻機會，然
⽽，神卻要他們在這時候先進⾏割禮，割禮後會帶來痛楚，
且需時復原，這無疑是給予敵⼈進攻的機會，但以⾊列⼈上
下⼀⼼地遵守，藉著割禮，他們於埃及的羞辱被除去，⽽神
也保守他們免受敵⼈攻擊！

應⽤原則

⼀）⾒神作為、仇敵喪膽

⾒神作為
當約書亞願意回應，以⾊列⼈也願意降服歸主的時候，神的
祝福和應許再⼀次信實地臨到以⾊列⼈。當仇敵知道他們進
入這應許之地，經⽂這樣形容他們的反應：「約但河西亞摩
利⼈的諸王和靠海迦南⼈的諸王，聽⾒耶和華在以⾊列⼈前
⾯使約但河的⽔乾了，等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因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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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書5:1) 明顯地仇敵是很
留意神百姓的⼀舉⼀動，所以我們要警醒，免得被仇敵所
勝。⽽因著聽⾒敵⼈恐懼戰兢，⼼都消化，以⾊列⼈對神的
信⼼再⼀次被激發。這也應驗了耶和華曾與摩西所⽴的約：
「耶和華說:『我要⽴約，要在百姓⾯前⾏奇妙的事，是在
遍地萬國中所未曾⾏的。 在你四圍的外邦⼈就要看⾒耶和
華的作為，因我向你所⾏的是可畏懼的事。』」(出34:10) 
神應許要藉祂奇妙的作為讓以⾊列四圍的外邦⼈畏懼。如
今，這應許實現了，守約的神就是這般信實！

仇敵喪膽
神帶領以⾊列⼈⾛乾地渡過約旦河，當仇敵們聽⾒了神與以
⾊列⼈同在及祂的⼤能作為，⼼就消化及沒有膽⾊勇氣了。
正如《詩篇》65篇8節提到：「住在地極的⼈因祢的神蹟懼
怕︔祢使⽇出⽇落之地都歡呼。」 這樣，今天究竟是我們
怕仇敵，還是仇敵怕我們︖這在乎於是否有神與我們同在。
當神與我們同在，我們就能夠得勝仇敵，進入⼀個新的季
節、新的⽣命，舊事已過，⼀切都變成新，因此能「激活信
⼼」、「穿越前⾏」！

⼆）施⾏割禮、羞辱滾去

施⾏割禮
迦南⼈喪失了爭戰的⼼志，也失去了抵禦的膽量，⽽以⾊列
⼈卻蓄勢待發。從⼈的眼光來看，這是進攻的最佳時機。但
主卻說:「等⼀下，還有⼀些更重要的事要先處理」! 上⼀代
以⾊列⼈在曠野⾛了四⼗年，都死在曠野，因為他們沒有聽
從耶和華的話。他們雖然都受過⾁體的割禮，但⼼中卻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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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禮，經常悖逆神，以致失去了進入流奶與蜜之地的機會。
如今神卻帶領上⼀代以⾊列⼈的⼦孫進入迦南美地，並要求
約書亞給他們⾏割禮，因為割禮是每個身為亞伯拉罕⼦孫的
男⼦應有的記號。如《創世記》17章10-11節記載：「你們
所有的男⼦都要受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的
約，是你們所當遵守的。你們都要受割禮︔這是我與你們⽴
約的證據。」以⾊列⼈必須先將⾃⼰分別為聖，決意事奉耶
和華，才能參與耶和華的爭戰及攻佔地⼟。受割禮後，會有
疼痛並需要等待痊癒的⽇⼦。在非常接近耶利哥的地⽅，⾯
對即將來到的爭戰，卻處在受割禮的疼痛中，這是很危險的
事。但如今他們既是按神的吩咐⾏事，就得著神的保護，因
為神使迦南諸王的⼼都「消化了，不再有膽氣」，這也使得
神的百姓得著安穩保障。《詩篇》27篇1節記載：「耶和華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
保障，我還懼誰呢︖」。

羞辱滾去
「埃及的羞辱」可能是指以⾊列⼈在埃及為奴之事，也可能
指埃及⼈嘲笑以⾊列⼈出了埃及卻進不了迦南(民⼗四13-
16)，⼀直未有得著應許之地。現在曠野的路程已⾛完，⽽
以⾊列⼈也安全地進入應許之地，⾏完割禮後能夠「分別為
聖」歸給耶和華，埃及的羞辱從此被除去了。約書亞給那地
起名為「吉甲」，原⽂字義為「輥去、輥開」，⽽割禮含有
對付⾁體的情慾之意，正如《歌羅西書》2章11節記載：
「你們在他裡⾯也受了不是⼈⼿所⾏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
們脫去⾁體情慾的割禮。」有⼈因著過去的羞恥和遺憾的
事，⼀直難阻他的⽣命成長和突破，被以往掌控未來，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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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經⽂給我們⼀個好消息，只要我們接受神在我們⽣命中的
⼯作，靠著聖靈的幫助，就能除去⼼中的羞辱，經歷⼼中的
割禮，這樣必然有⼀個新的開始「激發信⼼」、「穿越前
⾏」。

總結

今天相信每⼀個⼈都有著⾃⼰的過去、羞恥或遺憾，不能改
變的過錯和未釋懷之事。過去的事不能改變，但從約書亞身
上我們得知，今天重最要的取捨(give and take)和⽣命的抉擇
(decision in life)，就是倚靠着耶穌基督和緊緊跟隨祂，讓祂
成為我們的主，每天帶領我們，這樣⼀定能穿越前⾏！不
過，跟隨祂有⼀個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把⾃⼰的過去、現在
和將來，都交給祂。這樣，相信我們必然能夠每天經歷神的
同在，仇敵亦會喪膽，祂的同在會帶領我們進入應許之地，
並使舊事已過，⼀切都變成新的了。

回應問題

1. 請分享⼀個經歷神同在，⽣命改變經歷！
2. 現在你⽣命中取捨(give and take)和抉擇(decision in life)
是什麼︖請寫下要放低和接受的事情，然後彼此禱告。

回應實踐

今個星期內，選擇⼀段經⽂，送給剛才彼此禱告守望的肢
體。

禱告守望(渴慕聖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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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組員⽣命中需放低和接受的事情禱告，求主幫助我們靠祂
得勝！

背誦默想經⽂

你們在他裡⾯，也受了不是⼈⼿所⾏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
們脫去⾁體情慾的割禮。 (西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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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嚐主恩惠、覲⾒元帥
約書亞記5章10-15節

上週背誦經⽂

你們在他裡⾯，也受了不是⼈⼿所⾏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
們脫去⾁體情慾的割禮。 (西2:11)

引⾔

進入了迦南地和受了割禮後，以⾊列民⼀起守逾越節︔嗎哪
也在此時⽌了，他們蒙主的恩得以吃地裡的出產。其後當約
書亞靠近去察看耶利哥城的時候，他遇⾒到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得悉真正的領導者不是⾃⼰⽽是神！

應⽤原則

⼀）守逾越節、嗎哪⽌住

以⾊列⼈出埃及的那⽇是正⽉⼗四⽇，當⽇傍晚，他們先宰
了逾越節的⽺羔，然後當夜燒烤食⽤（出⼗⼆5-8）。出埃
及後的第⼆年，以⾊列⼈曾在西乃山慶祝過逾越節，但⼀直
到進入迦南地前也再未守過。因為第⼀代以⾊列⼈在次年沒
到守節之際，於迦南邊界叛逆神，受咒詛且死於曠野。對那
⼀代的⼈來說，記念逾越節（免受審判）便失去意義。事隔
三⼗九年，以⾊列⼈再度守逾越節，意義特別重要，記念逾
越節就是記念「免受審判」，蒙拯救出埃及。昔⽇他們恐懼




18

和匆忙地守這節⽇，如今他們看到神的賜福與應許已實現，
能充滿感恩地再守逾越節︔這也是慶祝以⾊列百姓蒙恩進入
應許之地，在吉甲過後（吉甲的屬靈意思是神將埃及的羞辱
從以⾊列⼈身上輥出去），這是新歷程的開展！在曠野的四
⼗年，以⾊列⼈⼀直依賴嗎哪作食物，這是神賜的特別供應
和奇妙的恩典。如今嗎哪⽌住了，代表著舊的恩典季節已成
過去，將要進入新的恩典季節，如今他們已經來到物產豐富
的應許之地，就是神藉地裡的出產來賜福給百姓所需⽤的。
我們⽣命中不同的階段，也會經歷不⼀樣的恩典季節，時⽽
會經歷神奇妙的供應，時⽽會體驗神賜能⼒及⼯作的機會，
讓我們可以努⼒⽽蒙福，並且知道，不論景況如何，最重要
是從不間斷地帶著感恩信靠的⼼來跟隨神！

⼆）覲⾒元帥、伏地脫鞋

約書亞問耶和華：「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
呢」，意思是「你是站在哪⼀邊」(書五13)︖我們禱告的時
候，總是盼望神站在我們這⼀邊，把⾃⼰當作主角，把神當
作配角，即使是為事奉禱告，也常常把⾃⼰當作⼯作的主
⼈，把神當作幫忙的僕⼈！但神的回答卻是：「不是的，我
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書五14)，神不是來作幫忙的
配角，⽽是來當統帥的主角，祂才是⼯作的主⼈，我們是與
神同⼯的僕⼈。所以我們不應該問神站在哪⼀邊，⽽是應當
反省⾃⼰是否站在神那邊，與神同⼯，讓⼯作的主⼈能完成
祂所要的⼯作。神叫約書亞看⾒的，不是他能領兵打仗，雖
然這重⼤的責任已經託付了他，但真正作神⼦民元帥的並不
是他，乃是神⾃⼰，他不過是神軍隊中的⼀員。⼀切為神作
⼯的或要進入得勝道路的，必須看得⾒誰是我們的元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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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就沒有資格帶領以⾊列民，更遑論經歷得勝，這是進入得
勝道路的⾸要條件。這屬靈態度也得應⽤在我們今天的⽣命
中，以⾃潔謙卑來到主的⾯前，認定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元
帥，順服祂在我們⽣命中的引領︔在正確的屬靈次序中，開
始新的歷程、體驗新的恩典！

總結

以⾊列民離開埃及是從逾越節開始，進入迦南也是從逾越節
開始！在曠野漂流四⼗年，經歷到神供應嗎哪之恩典的季節
已完結，進到迦南是要體驗神藉地裡的出產⽽賜予之新的恩
典季節。除了在新的季節中有新的開始，神更在約書亞⾯前
顯現，要他認知到得勝是在乎正確的屬靈次序，依靠祂便會
蒙受應許，得地為業！

回應問題

1. 各⼈分享你⽣命中不同的恩典季節。
2. 我如何實踐屬靈次序的功課︖試分享當中的難處與得
著。

回應實踐

操練正確的屬靈次序，每天以靈修禱告開始⼀天的⽣活。

禱告守望(渴慕聖靈)
求主幫助我們順從基督的帶領，經歷⽣命中不同的恩典季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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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默想經⽂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
敵⼈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
元帥。」(書五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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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以神⽅法、為神作⼯

約書亞記6章1-21節

上週背誦經⽂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
敵⼈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
元帥。」(書五13-14)

引⾔

以⾊列⼈攻打耶利哥城是進入迦南地的第⼀場戰役。以⾊列
⼈攻取耶利哥的戰術很簡單，也很不可思議。以⾊列⼈放下
⼀切軍事的部署以及所有⼈為的計謀，僅僅按照神的吩咐，
繞城⽽⾏，就能將城攻下。




22

應⽤原則

⼀）蒙神曉諭、奪城⽅略

耶利哥的城⾨關得嚴緊，易守難攻，以⾊列⼈卻得到神的
「曉諭」，在敵⼈城外圍繞圈⽽⾏，但這容易被敵⼈從上⽽
下施襲，是非常不合邏輯！但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
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天怎樣⾼過地，照
樣，我的道路⾼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過你們的意
念。」(賽 55:8-9) 以⾊列⼈不單有神的「曉諭」，也要按著
它去實⾏。神透過約書亞指⽰以⾊列⼈圍繞耶利哥的隊伍是
有特定的安排，需要拿兵器的⾛在前頭，之後是七位拿著⽺
角的祭司，接著是祭司抬著約櫃，其後跟著的是百姓。各⼈
需要有秩序地依從指⽰和引導，彼此配搭，⾏出神的「曉
諭」。正如今天教會需要有聖靈的引導和帶領，各⼈或有不
同的恩賜，或在不同的崗位，卻要意念相同，愛⼼相同，有
⼀樣的⼼思，有⼀樣的意念，實踐使命，完成神的旨意。

⼆）繞城七天、吹角呼喊 

在整個以⾊列⼈的隊伍圍繞耶利哥城的時候，百姓未到呼喊
之時，是不能出聲，在眾民之中只有角聲響起。角聲是象徵
對神的讚美。在⾯對考驗和試探時，我們必須定睛在神的身
上。這場景在以前也曾出現過，約沙法在軍隊前設⽴歌唱的
⼈讚美耶和華，之後神以⼤能幫助以⾊列⼈擊敗敵⼈(代下
⼆⼗21-22)。在這過程中，有⼀個特別的地⽅，就是約書亞
告訴百姓沒有他的「吩咐」，「不可呼喊、不可出聲、連⼀
句話也不可出⼜！」試想想，⼈多必定問題多，但全部都不
許發聲︔這個命令是要教導以⾊列⼈學習全然的順服。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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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是把城繞⾏了七次，從清早⼀直⾛到⿈昏，⼈疲乏極
了，要在這個時候來呼喊，不是在開玩笑嗎︖「呼喊」就是
「歡呼」。為著什麼歡呼呢︖眼⾒的城仍屹⽴，但是在信⼼
中，神已經把城交給他們了︔他們所要作的，就只是⼤聲發
出得勝的歡呼。結果是，奇妙的事發⽣了，百姓⼀歡呼，城
牆就倒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之事的確
據。」(來⼗⼀1)

總結

以⾊列⼈放下軍事的部署以及⼈為的計謀，僅僅按照神的吩
咐，繞城⽽⾏，就能攻下，展⽰⼀個屬靈的功課：「不要以
⾎氣對付⾎氣」。在我們各⼈⾯前都可能有⼀座耶利哥城，
今⽇神要提醒我們，以神⽅法，為神作⼯。神要叫我們拿起
兵器，成為⼠兵，按照吩咐，等待時機，同⼼合意，攻破關
得嚴緊的城⾨，奪取易守難攻的城。

回應問題

1. 神的話語對你的⽣命或⽣活如何產⽣影響⼒︖試分享⿎
勵。

2. 與⼈相處，可能會「以⾎氣對付⾎氣」。從經⽂中，是
否得到亮光如何避免︖

回應實踐

對正在⾯對困難，嘗試去聆聽神的聲⾳，並記下來，成為⽇
後的⾒證。




24

禱告守望(渴慕聖靈)
禱告讓我們更多求問神的⼼意，以神的⽅法為神作⼯！

背誦默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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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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