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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戰爭與和平 
 

2017. 9. 17 (週日) 
 

【閱讀經文】 (約書亞記 11:20-23） 

        20 因為耶和華的意思是要使他們心裏剛硬，來與以色列

人爭戰，好叫他們盡被殺滅，不蒙憐憫，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摩

西的。 

        21 當時約書亞來到，將住山地、希伯崙、底璧、亞拿

伯、猶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亞衲族人剪除了。約書亞將

他們和他們的城邑盡都毀滅。22 在以色列人的地沒有留下一

個亞衲族人，只在迦薩、迦特，和亞實突有留下的。23 這

樣，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話奪了那全地，就按

著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 

       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 

 

【釋義】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我們對於戰爭有很多的批判和保留。

不過，人類歷史是一部戰爭的歷史，歷來的英雄史詩都是歌

頌將帥戰士的勇敢、國家版圖的擴張、萬邦的來朝。我們可

以把這種情况原因歸於人性。人與野獸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例如為地盤而爭鬥、為生存與發展而爭鬥、為勝利而爭鬥…

等。如果人類需要漫長的歲月去孕育文明，那麼我們便不能

夠用現代崇尚和平的眼光去衡量舊約聖經時代，以色列人進

入迦南地時的滅絕行為。 

 

《約書亞記》11:20 記載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滅絕行為的原因

是迦南人心裡剛硬好戰，當然這個只是從以色列人角度看的

原因。迦南人遇到外敵入侵，當然會發動保衛戰。不過，這

節經文特別的地方是把最終的原因歸到神那裡，是神使迦南

人心裡剛硬，與以色列人作戰。說得清楚一點，就是神定意

迦南人不蒙憐憫而被滅絕。筆者認為這個解釋是完全合符約

書亞時代的思維，以色列人要為生存而戰，進入迦南地必然

要與先入為主的迦南人作生死戰。另外，從神學上認為以色

列人被揀選，迦南人被棄絕，亦是合理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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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現代人，解釋這段經文時會遇到一點困難－－究竟我們

是否同意戰爭中的滅絕行為呢？我們可能反對戰爭及一切的

暴力侵略行為。因此筆者將以色列人的滅絕行為視為歷史上

的個別事件，而並非神的倫理命令。不過，我們需要對戰爭

的概念修改，因為現在已經進入「貨幣戰爭」、「太空科技

戰爭」的時代。油價下跌可以令俄羅斯的經濟收益銳減，逼

使貨幣貶值、甚至無力償還國債。「太空科技戰爭」可以是

部署太空核彈發射裝置，制衡所有導彈防衛系統。這是一種

「部署上的戰爭」，在棋盤上佈陣，或者稱為「虛擬戰

爭」；不過，大家已經進入戰爭狀態了。 

 

【思想】 

1. 我們未必同意滅絕的戰爭行為是神的普遍命令，不過人類

的危機卻是擁有核武的國家隨時可以發動毀滅戰。 

2. 我們應該如何追求生存與發展呢？  

3. 我們應該如何追求和平呢？ 

4.  
【祈禱】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您是和平之君，您讓我明白和平只有在

屬靈爭戰得勝之後，就祈求您幫助我能徹底戰勝我裏外的仇

敵，完全鏟除我內裏的汙穢和罪惡，我是屬於您的，就求您

完全的充滿我，讓我也成為為您征戰的士兵，您所使用的器

皿，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靈修：分地的原則根據摩西的吩咐 
 

2017. 9. 18 (週一)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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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這二王是耶和華僕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擊殺的；耶和

華僕人摩西將他們的地賜給呂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

派的人為業。 

        7 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在約旦河西擊殺了諸王。他們的地

是從黎巴嫩平原的巴力‧迦得，直到上西珥的哈拉山。 

 

【釋義】 

《約書亞記》11 章記載以色列人打敗迦南地諸國最強的夏瑣

王，夏瑣王聯同多國聯軍，人數多如海沙。《約書亞記》11:8

記載：「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裡，…」夏瑣城被燒

毀，至於其它城市則被保留下來，而這次以色列人可以把牲

畜和財物據為己有(《約書亞記》11:14)。 

 

《約書亞記》11 章主要描述以色列人已經擊敗迦南地的主要

勢力；不過以色列人還未進行分地。《約書亞記》12 章主要

記載以色列人打敗約但河東岸兩個王後，迦南地大局已定，

以色列人可以進行分地。《約書亞記》12:6 記載約書亞按照

摩西的吩咐，將約但河東岸的地分給流便人、迦得人、和瑪

拿西半支派的人為業。 

 

這次分地行動回應《約書亞記》1:12-16 記載約書亞要求流便

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幫助其它支派的人爭戰，

然後承受土地。《約書亞記》記載最先分配土地的是流便

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他們的位置在約但河東

岸。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需要把家人留在

約但河東岸，然後繼續支持其它支派爭戰。 

 

一個群體由不同的個體組成，不同的個體也可以組合成一個

小單位，因此一個群體裡面有多個小單位。每個個體與小單

位都會期望整個群體實現他們的願望；不過並不是每個願望

都是對整個群體有益處。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一方面遇到

強敵；另一方面內部有自我分裂的危機。如果以色列人滿足

於在迦南地佔一個小角落，失去與迦南地諸王爭戰的決心，

最後也會被強敵聯手擊敗。如果以色列十二個支派中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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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派不等待整個群體獲得土地，自己得到土地後不為其他支

派的弟兄爭戰，以色列十二支派聯盟將會瓦解，那些獲得土

地不顧大局的支派與剩餘的支派將會被逐個擊破。《約書亞

記》12 章描述約書亞有效地維持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聯盟，

獲得分配約但河東岸的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願意繼

續與其餘支派的弟兄一起爭戰。 

 

【思想】 

1. 分地的原則根據摩西的吩咐，令各支派都要服從。  

2. 約書亞要維持整個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聯盟並不容易。如何

平衡各方面的權力和利益分配，避免內部衝突及保持提高

凝聚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3. 以色列十二個支派聯盟面對迦南地強大的軍事力量，需要

有勇敢爭勝的決心。	 	 		 	 	  
 

【祈禱】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我們匍匐敬拜您！謝

謝您已經將合一的靈放在了我們中間，祈求您讓我可以有能

力來支取。讓我能順服您所揀選的屬靈領袖，特別是在不能

贊同理解的時候，也讓我不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小團體的利

益，也能看到他人的需要，有國度的觀念，求您使用我，禱

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靈修：約但河東西岸土地分配 
 

2017. 9. 19 (週二)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13:1、7-8） 

       1 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

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7「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九個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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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瑪拿西那半支派和呂便、迦得二支派已經受了產業，

就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旦河東所賜給他們的。 
 

【釋義】 

每個領袖都是服侍一個時代，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但

卻不能進入應許之地。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卻

不能打敗所有敵人。《約書亞記》13:1 記載耶和華對約書亞

說你年紀老邁，現在需要處理分地的事。 
 

《約書亞記》12 章記載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根據摩

西的吩咐分得約但河東岸土地；餘下來的問題是其它九個半

支派( 13:7：「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九個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

派為業。」) 如何分配土地。《約書亞記》13:6 記載九個半支

派採用「拈鬮」即「抽簽」的方法解決問題。 
 

摩西作為以色列人的偉大領袖，他擁有個人威望、他的決定

有重要影響力。約書亞作為繼任領袖，主要完成摩西還未完

成的任務。雖然約書亞是重要領袖；但是在決策的時候，他

沒有像摩西那種權威。摩西時代的以色列人已經對迦南地有

概括的了解，當時的土地分配只是一種願望，與真實獲得土

地還有一段相當遙遠的距離。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

地，約但河西岸的主要勢力已經被擊敗，以色列人應該有策

略地按九個半支派的劃分，控制整個約但河西岸。以色列的

支派領袖將約但河西岸的土地平均分為十份，讓九個支派和

瑪拿西半個支派抽簽分配。土地劃分是一個涉及利益分配的

問題，如果不能夠公平地處理，極可能造成支派間的矛盾或

者衝突。雖然約書亞並不像摩西具備驚人的魅力；但是卻能

夠具備領導力，帶領 12 支派遵循摩西的吩咐及集體決定，接

受所選擇的土地。 
 

很多時候我們將《約書亞記》的重點放在約書亞帶領以色列

人攻打進入應許之地；卻忽略約書亞另一個任務是在離世前

完成十二支派土地分配的事，讓以色列十二支派都有安居之

地，彼此和諧共處，在耶和華信仰中團結一致。在攻打進入

迦南地的事情上，一直都是軍事與政治主導，宗教的因素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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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顯。不過在分地的事上，利未人沒有分得土地，因為耶

和華神是他們的產業。這族人要專心從事宗教活動，在團結

以色列人的事上發揮重要作用。 
 

【思想】 

1. 摩西的任務是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約書亞的任務是延

續摩西的願望，進入迦南地，並且分配土地讓十二支派安

居樂業。每一個領袖都是服侍一個時代，你應該如何理解

神的呼召呢？  

2. 「抽簽」的方法是一種公平的方法，可以避免支派間的

矛盾衝突。  

3.  一個民族不能只有軍事和政治；卻沒有宗教。從事宗教職

務的利未人沒有土地；卻能夠保持政治上中立，成為團結民

族的力量。 
 

【祈禱】 

天父上帝，您創造我們，拯救我們，您也將我們人生的目的

和意義放在我們身上，這個目的是特殊的，不同於別人的，

就求您讓我了解、明白您在我身上的獨特旨意，讓我的生命

不再荒廢，能被您使用，讓您的名得榮耀，讓我活出更有意

義的人生，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靈修：三股重要勢力 
 

2017. 9. 20 (週三)  
 

【閱讀經文】（  約書亞記 14:1-4） 

        1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產業，就是祭司以利亞撒和

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長所分給他們的，都

記在下面，2 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把產業拈鬮分給九

個半支派。 

       3 原來，摩西在約旦河東已經把產業分給那兩個半支

派，只是在他們中間沒有把產業分給利未人。4 因為約瑟的子

孫是兩個支派，就是瑪拿西和以法蓮，所以沒有把地分給利

未人，但給他們城邑居住，並城邑的郊野，可以牧養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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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安置他們的財物。 

 

【釋義】 

《約書亞記》1:12-16 記載約旦河東兩個半支派的戰士願意把

家人留在約旦河東岸，繼續幫助其它支派獲得土地。流便、

迦得、瑪拿西兩個半支派在地理上位於約旦河東岸的特點，

是他們自成一個組合。他們的取向直接影響以色列十二支派

的政治平衡。約書亞採取首先讓一些支派獲得土地的策略，

然後按部就班實現十二支派獲得土地的目標。當約旦河東兩

個半支派獲得土地後，約書亞將約旦河西岸的土地分成十

份，讓九個半支派抽簽。約書亞沒有讓河東兩個半支派獨

大；而是約旦河西岸建立其餘九個半支派。 

 

《約書亞記》14:3 記載因為雅各的長子曾經犯罪，所以其長子

資格被取消，由約瑟取代。約瑟獲得雙份產業，由兒子瑪拿

西和以法蓮瓜分，令約瑟家的政治影響力大大提高。 

 

約旦河西岸沒有自成一角的地理環境，難以形成一個支派獨

大的局面。事實上，約旦河西岸形成了南北對立的格局，南

部的猶大支派與北部的約瑟系統支派分庭抗禮。因此，約旦

河東兩個半支派、約瑟系統支派、及猶大支派是最具有影響

力的支派，這三股勢力成為十二支派的政治領袖。隨著歷史

巨輪的前進，這三股政治勢力最後演變成為南北兩大陣營。

北面的由約瑟系統的以法蓮半支派領導；南面的由猶大支派

領導。隨著北國滅亡，南國猶大就成為以色列國的希望，亦

是十二支派的精神延續。 

 

【思想】 

1. 約旦河東兩個半支派是最先組合的一股政治力量，他們的

任務是協助其它支派獲得土地，而不一定是最後的領袖。

如果神的旨意是要約旦河東兩個半支派服侍其它支派，能

夠完成神的旨意也是一種成就。  

2. 約瑟支派分得兩份土地，應該比其它支派更具影響力；但

是他的國度最先覆亡，也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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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猶大支派能夠在覆亡後經歷重建，承傳十二支派的精神。

讓我們學習要長久承受神的應許，不是依靠政治、權力。 

 

【祈禱】 

我的上帝、我的神，我要隨時隨地的歌頌讚美您！您的道路遠

遠高過我的道路，您的智慧遠遠高過我的智慧！就懇求您讓我

在凡事上都能認定您、依靠您、不再依靠自己的勢力，自己的

才能、自己的知識，就像以色列各支派的興衰讓我們知道的，

讓我能時時專心依靠您、順服您，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們！ 

 

【我的心得】 

 

 

 

 

 

 

靈修：迦勒獲得土地 
 

2017. 9. 21 (週四)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15:13-15） 

        13 約書亞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猶大人中的一段地，

就是基列‧亞巴，分給耶孚尼的兒子迦勒。亞巴是亞衲族的

始祖（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崙）。14 迦勒就從那裏趕出亞衲

族的三個族長，就是示篩、亞希幔、撻買；15 又從那裏上

去，攻擊底璧的居民。（這底璧從前名叫基列‧西弗。） 

 

【釋義】 

《約書亞記》14:9 記載猶大支派的迦勒向約書亞提出四十五年

前摩西答應將他窺探迦南地的地方歸於他及其子孫，當時約

書亞亦在場。如果分地的原則是根據摩西的吩咐，迦勒及猶

大支派理應獲得所應許的土地。經文記載迦勒爭取土地的論

點是他仍然有作戰能力，請求約書亞給他一個機會，或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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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他戰勝那地的居民。迦勒聲稱雖然自己已經八十五歲；

但是仍然強壯。 

 

《約書亞記》14:11 記載迦勒對約書亞說「我還是強壯，像摩

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

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回想當年，摩西派十二名探子窺

探迦南地，其中十個反對攻擊行動；只有約書亞和迦勒贊

成。約書亞代表以法連支派；迦勒代表猶大支派。 

 

約書亞和迦勒是從出埃及時代能夠存留下來的少數領袖。約

書亞被摩西選為重要助手與接班人；而迦勒仍然專心跟從耶

和華神。按資歷來說，迦勒與約書亞都是同輩份的領袖；只

是約書亞被選為摩西的接班人，迦勒的角色就變成跟隨者。約

書亞面對迦勒這種尊重領導權威式的請求，就為迦勒祝福，將

希伯崙給迦勒為產業。結果，迦勒成功將當地居民征服。 

《約書亞記》14:15 記載：「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

迦勒四十五年來繼續堅持進入迦南地的夢想，時刻保持作戰

狀態，一直沒有放棄。 

 

難怪《民數記》14:24 如此形容迦勒：「惟獨我的僕人迦勒、

因他另有一個心志、專一跟從我，我就把他領進他所去過的

那地，他的後裔也必得那地為業。」迦勒能夠獲得土地的原

因是有一個專一跟從神的心志，不會遇到困難退縮，不會半

途而廢。筆者認為迦勒專一跟從神的心志裡面，還包括了尊

重領袖的節制和紀律精神。結果，約書亞將猶大支派的希伯

崙分給迦勒(《約書亞記》15:13)。《約書亞記》14-15 章交代

猶大支派與迦勒獲得土地的過程，篇幅遠比其它支派獲得土地

的記載詳細。這可說正預告了猶大支派在歷史中的重要位置。 

 

【思想】 

1. 迦勒有專一跟從神的心志，值得我們學習。 

2. 迦勒時刻保持作戰狀態，預備承受應許之地，這種心志實

在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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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迦勒深明大義，不以與約書亞輩份相同而輕視這位摩西的

接班人，處處尊重領導的權威，沒有半點驕傲，值得我們

敬佩。 

 

【祈禱】 

神啊，我們要感謝您，您讓我們在迦勒身上，看到了您美好的

心意，您盼望我們終身跟隨您，時時刻刻是為您爭戰的精兵，

且謙卑柔和順服權柄，求您讓我能將迦勒的品格作為一面鏡子

來省察自己，求您去掉我的汙穢，能成為像迦勒一樣蒙您所喜

悅的僕人，讓我終生跟隨您，禱告不配，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求，阿們！ 

 

【我的心得】 

 

靈修：女兒也承受土地 
 

2017. 9. 22 (週五) 
 

【閱讀經文】（約書亞記 17:3-4） 

        3 瑪拿西的玄孫，瑪吉的曾孫，基列的孫子，希弗的兒

子西羅非哈沒有兒子，只有女兒。他的女兒名叫瑪拉、挪

阿、曷拉、密迦、得撒；4 她們來到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

約書亞並眾首領面前，說：「耶和華曾吩咐摩西在我們弟兄

中分給我們產業。」於是約書亞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在她們

伯叔中，把產業分給她們。 

 

【釋義】 

猶太人的文化重男輕女，聖經記載的往往是兒子的故事；不

過我們不能夠忽略一些關於女性的記載。在猶太人的家譜裡，

主要記載男性的名字；不過亦有例外，把女性名字記錄下

來。在《約書亞記》分地的記載中，有關於女性獲得分地的

記載。約瑟的長子瑪拿西的元孫西羅非哈沒有兒子；卻有五

個女兒。她們到祭司、約書亞及眾領袖那裡，提出分地的要

求，理由是耶和華曾經吩咐摩西分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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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14:3 記載摩西已經將約旦河東地區分給呂便、迦

得、瑪拿西半支派。因為雅各的長子曾經犯罪，所以其長子

資格被取消，由約瑟取代。約瑟支派就比其它支派多一份，

雅各將這一份分給將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及以法蓮。而利未人

則不獲分配產業。理論上，約瑟家的兩個支派共分得的土

地，比其它支派多。在十二支派分地後，自然出現支派內部

分地的爭議。經文沒有交代事件的主角有否首先向瑪拿西支

派領袖提出要求。筆者估計瑪拿西支派領袖應該沒有支持女

性分地的要求，然後事件的主角(即西羅非哈的五個女兒)便向

十二支派的最高領袖祭司以利亞撒、約書亞和眾支派領袖尋

求公正的裁判。經文記載約書亞最後決定容許女性在她們叔

伯輩中分地，筆者認為約書亞應該是與祭司以利亞撒和十二

支派領袖商量後才作出決定，因這個決定是一個重要的先例。

雖然約書亞同意瑪拿西支派女性在叔伯輩中分地，不會向其

它支派索地；但是這個決定可以成為其它支派的女性同樣要

求分地的理據。分地是一個利益分配的重要行動，雖然大家

有相同的耶和華信仰；但是利益衝突也可以令有相同信仰的

人反目成仇。無論如何，同意瑪拿西支派的女性在叔伯輩中

分地的決定是相當突破性的。 

 

【思想】 

1. 你是否在事奉上時刻懷著「重男輕女」的態度呢?  

2. 在事奉上，你是否因職分的分配與人發生衝突呢? 

3. 如果你是教會領袖，有人向你投訴事奉分工的問題，你會

怎樣反應呢? 

【祈禱】 

愛我們的天父，祢從來是愛我們的，不分男女，幫助我們，讓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能真的彼此相愛，

真的同心合一來感謝祢，來讚美祢，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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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第二次分地 
 

2017. 9. 23 (週六) 
 

【閱讀經文】（  約書亞記 18:1-4） 

        1 以色列的全會眾都聚集在示羅，把會幕設立在那裏，

那地已經被他們制伏了。2 以色列人中其餘的七個支派還沒有

分給他們地業。3 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列祖

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4 你們

每支派當選舉三個人，我要打發他們去，他們就要起身走遍

那地，按著各支派應得的地業寫明，就回到我這裏來。 

 

【釋義】 

十二支派進入迦南地後，分地是一個重要問題，《約書亞記》

15 章記載猶大支派分得在南方的土地，《約書亞記》16 章記

載約瑟支派(以法蓮和瑪拿西另半支派)分得在北方的土地。河

東二支派半即流便、迦得、瑪拿西半支派已經分得土地；只是

他們遵守承諾，幫助其他支派打拼獲得土地後才回家。所以，

約書亞催促餘下七個還未有承受土地的支派積極行動，實在十

分正常合理。約書亞要求七個支派每個派三個代表，進行實地

考察，繪製各支派的土地分配地圖。這個二十一人的考察團的

任務是搜集地理資料，為 7 個支派的地界作具體的說明。這個

繪圖只是列出 7 份土地範圍，還需要進行抽簽程序。《約書亞

記》18 章記載便雅憫支派分得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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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並沒有對十二支派分地作出相同篇幅的報導；而

是集中於猶大、約瑟、便雅憫、與約旦河東兩支派半。另外

就是沒有分得土地的利未人。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究竟那七

個尚未取得土地的支派，是他們刻意耽延，還是其他支派比

他們更積極獲取土地，以致缺乏對他們的支持呢？筆者認為

猶大支派與約瑟系的兩大支派，各據南方與北方，被夾在他

們中間的支派根本沒有發展空間，甚至生存空間也不足夠。

約旦河東岸兩個半支派自成一體，一方面不會參與西岸的角

力，那七個小支派實在需要一個能夠維持各支派利益及生存

發展的中央組織。約書亞是十二支派的領袖，不過他亦要得

到各支派首領支持才可以領導群雄。作為一個領袖，必須維

持公正，保護弱小。面對猶大支派與約瑟系兩大支派，約書

亞唯有訴諸群眾壓力，把餘下的土地分給還未獲得土地的七

個支派。雖然十二支派有共同信仰；但是在土地資源分配

上，也會發生資源爭奪的衝突，與及倚強凌弱的情況。 

 

【思想】 

1. 作為領袖必須維持公正，不能夠讓強者獨佔發展機會，要

讓弱者有機會發展。你有這種正義觀點嗎? 

2. 教會有不同部門組成，究竟作為領袖的人是否應該採取優

勝劣敗的標準分配資源呢？ 

3. 究竟神應許一同承受土地只是一種理想；還是一個應該實

踐的原則呢？ 

 

【祈禱】 

守約施慈愛的神啊，祢的公義彰顯在祢的愛中，因此祢的愛是

長闊高深，祢的應許從不改變，從今時直到永遠；求祢開我們

心靈的眼睛和耳朵，讓我們真的看見祢的作為在我們當中，聽

見祢的真理在我們當中，讓我們成為一個聽道且行道的人，不

再耽延。我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我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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