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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们的神耶和华上帝是一位充满公义和慈爱的上帝。  约书亚记前面的那些篇章让我们

看到这位公义的上帝是如何对“恶贯满盈”的迦南地实行公义的审判。  现在，我们

将会从约书亚记 20 章和 21 章里逃城和利未人的城邑的设立，看到耶和华上帝的慈爱。 

I. 逃城的设立 

“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藉摩西所晓谕你们

的，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作你们逃避

报血仇人的地方。’”（书20:1-3） 在约书亚之前，耶和华已经三次吩咐摩西要建

立逃城（出21:12-13，民35:6-34，申19:1-13）。可见设立逃城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

的重要。 

A. 建立逃城的目的 

为什么要建立逃城呢？ 上帝说：“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

可以作为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摩西五经清楚说明，存心杀人与无意误杀他人有明

显的分别。存心杀人就一定要被治死(出21:12，民35:16-21)，死者的亲属就成为报血

仇的人，他要亲自杀死那杀人犯。 当时社会的司法基本上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状

况。 逃城的设立使得无心误杀人的，可以有个躲避的去处。 根据当时犹太人的传统，

通往这些逃城的道路都要时常维修，并且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立有明显的标志写着：

“逃城！逃城！”，在路上也有人指引逃亡者。神看重那以祂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的

生命, 祂不願流無辜人的血.  

B. 逃亡者所要面对的整个法律程序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

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

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

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书20:4-6）这段经文描述了逃亡者要面临的法律程序。 

1. 他一来到城门口，就要把事情向长老说明；长老们组织的一个法庭会开审，作出临

时决议给他庇护，直等到以后在会众面前再举行审判为止。 

2. 如果他存心杀人的罪不成立，他就可以在逃城居住，直到大祭司死后，他这个误杀

人的才可以随意回到本家。至于为何要等到大祭司死后才被释放，我们不知道其中

个由。可能是為要預表耶穌基督就是大祭司, 祂的死, 使我們不但死罪被赦, 也得

到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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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

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民35:26）只有遵守神的指示留在逃城中才受到

保護, 就好像以色列人必須在雲柱與火中行走才得保護,供應,與引領. 

C. 六个逃城所在的位置 

“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

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仑）；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

从流便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悉；从迦得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末；从玛拿西

支派中，设立巴珊的哥兰。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

 的地邑，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

听审判。” （书20:7-9） 

从上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他们境内一共设立了六个逃城，三个在河西-- 

基低斯，示剑和希伯仑，三个在河东 -- 比悉，拉末和哥兰。 在后面利未人的城邑的

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逃城是给利未人的48个城邑里的六个城。 

D. 逃城的预表 

逃城是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庇护所。  有些解经家把逃城预表为主耶稣基督，对

基督徒来说，逃城的设立，让我们看到上帝慈爱的拯救。 今天，主耶稣基督就是救赎

的逃城，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

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书20:6）“那时的大

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这永远的大祭司的预备。 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一

次永远的赎罪祭...因为他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10:12-13） 

如今，走在天路上的我们，虽然还是时常有软弱和犯錯的时候，但我们靠着主耶稣的

恩典，“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来4:16） 我们当时刻靠主，常住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在祂的恩典中得蒙救赎和

赦免。 

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点看逃城的预表： 

1.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所有通往逃城的路都有非常明显的标识，保证使在逃的人能找

到去路。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对所有失丧灵魂的人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一条

通往永生的道路。 

2. 逃城的门是随时都开着的，就象耶稣基督的臂膀永远向所有寻求他的人敞开。 

“...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6:37） 

3. 逃城不仅对犹太人开放，也对所有的外邦人开放；同样，耶稣基督的救赎也

 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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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利未人的城邑的设置 

民数记和申命记里都有记载，利未人是被上帝拣选，分别为圣，是在会幕里事奉

上帝的人。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在以色列人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被分别为圣

归给耶和华上帝，办理会幕的事，他们代替全体百姓的长子，有属灵长子的位份和福

气。  

但是利未人因為殘酷的本性, 與他哥哥西面險險緬謀殺了示劍人 (參閱 創34:30), 

並且受到父親雅各的咒主詛 (參閱 創49:7). 但是在出埃及時, 利未人呼應摩西的指

示殺了悖逆的以色列人而改變了他們的地位.(參閱 出32:28,29)成為屬神的一族人, 

神自己也成為他們的產業.所以，当约书亚分地给以色列各支派的时候，上帝规定利

未人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 什么意思呢？原来上帝将以色列人一切

所献上给他的，包括十一奉献和一切归耶和华为圣的，不论是人、是物、是地、是房

屋、是牲畜。。。就是以色列人献给上帝最好的，都赐给利未人为产业( 民18；申

18:1-5 )，所以说，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 但这并不是说利未人什么地也没有，

由于他们特别的身份，耶和华神对他们也有特别的安排。 耶和华神曾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

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

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你们给利未人的郊野，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量一千肘(一

肘是18英寸)。另外东量二千肘，南量二千肘，西量二千肘，北量二千肘，为边界，

城在当中；这要归他们作城邑的郊野。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六座逃城，使

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四

十八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未人。人

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城邑给利未人。”（民35：

2-8） 

从上面这段经文，我们得知利未人共分得48座城邑。当时利未人的人口约两万多

人（民3：39），何以需要48座城邑那么多呢？(平均每城500人)  原来，利未人不是

单单在会幕事奉耶和华上帝，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也负其教导律法的职责 （利10：

10-11）。 他们要在所居住的城邑教导律法，以影响全体会众认识律法，从而归向耶

和华上帝。 根据一些解经家的解释，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离开利未人的城

邑超过十哩的。 以色列之所以被上帝弃绝，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利未人在教导律法上

失责。玛二：1 - 8 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

放在心上...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

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

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可见

利未人所担当的职责是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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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21章详细描述了利未人所得的48座城邑的分布情况，上帝把最好的（有

城并有郊野可牧放牲畜）都赐给了他们。 城邑分布于各支派的地业中，目的是作见

证，因利未人在圣所的事奉并天天在百姓当中走动，可以彰显上帝的约、上帝的律法，

教导百姓完全遵照上帝的话去行。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

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

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书21:43-45） 

 

III. 应用 

在四百多年前，耶和华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就是基尼人、

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创15：18-19)四百多年后，耶和华上帝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

应验了。  上帝是信实的。  耶和华上帝给你的应许是什么？  你确信上帝给你的应

许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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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分享你从课堂上与讲义中所领受的. 

 

 

第二天  读约书亚记 22:1-8 

1. a.  根據這段經文，約书亚對流便，迦得，及瑪拿西半支派的人的評語如何？ 

 

 

 

    b.  他们忠心遵守對神的承諾（书 1:16-18），得到了什么回报？（书 22:4,6-8） 

  

  

 

2. 在七年半的征战中这两个半支派一直忠于约书亚，但约书亚还是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鼓励他们要忠于神（书 22:5）。 约书亚告诉他们要紧紧抓住神。 

a. 你認為约书亚对他们说的意思是什么（參閱申 11:22，23；伯 2:9）？ 

 

 

 

b. 使徒保罗告诉提多在给教会选牧师或是长老的时候，要选那些“坚守所教真

实  的道理”的人（多 1:9）。 保罗用了哪两个理由呢？  

 

 

 

第三天 读约书亚记 22：9-20 

3. 每个基督徒都要紧紧抓住神（来 4:14，10:23；启 2:25）。 当有基督徒问你如何能

 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你怎么提供属灵的引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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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神启用约书亚的时候，神向约书亚强调了完全遵行神的命令的重要性（书 1:6-9）。  

现在，约书亚又向要去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强调要绝对遵行神的命令（书 22:5）。 

请列举这两者之间的类似之处。 

 

 

5. 约旦河谷的沟壑窄处五英里宽处十三英里，两边是高达两千英尺的悬崖。 

a. 两个半支派到了河东之后做了什么？ 

 

b. 在河西的那些支派对他们的做法有何反应（书 22:11-16）？ 

 

第四天   读约书亚记:22：9-20 

6. 河西的以色列支派对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筑坛反应强烈，他们打发了非尼哈和十个首领

去河东（书 22:13-20）。 

a. 河西的以色列支派为何对他们筑坛反应强烈（书 22:18）？ 

 

 

 

b. 筑坛使得其它以色列支派想到了从前拜毘珥所犯的罪孽。 非尼哈说“到今日我

 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书 22:17）。 你认为非尼哈这么说指的是什么？(參

閱民 25) 

 

 

 

7. 河东两个半支派筑坛这件事几乎引发以色列支派之间的内战。 河西的以色列支派面

对这场危机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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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列举至少三个他们所犯的错误（书 22:11,12,16）。 

 

 

 

b.旧约圣经的记载是为给基督徒提供属灵的教训（林前 10:11）。 新约时期的信 

 徒从这个差一点就要发生的灾难上可以得到什么教训？ 

 

 

 

8. 你认为河东的以色列支派本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冲突的发生的？  

 

 

第五天 读约书亚记 22:21-34 

9. 为了推动信徒在基督耶稣里的合一，你认为每个信徒能做些什么（参考经节:弗

4:3,13; 腓 2:1-3； 西 3:14； 约壹 3:14，4:21）？ 

 

 

 

 

 

10. 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向神呼求、证明他们的无辜。 他们为何要筑祭坛呢(书 22：

 21-29）？ 

 

 

11.有时信徒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会说他们本意并没有要做错事。 

 a. 在动机和行为与神的意念的关系上，河西的以色列支派的动机和行为给了我

们  什么重要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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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些信徒把属灵上的热心看得很重要。 使徒保罗对于新约时期的以色列信徒

的 热心是怎么说的（罗 10:2-3）？  

 

 

 

 

第六天读约书亚记 23章 

12.约书亚记 23章记录的是约书亚对以色列首领的临别赠言。 

  a.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重申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什么应许（书 23:5）？ 

 

 

 

 b. 以色列人如何做才能确保他们在与剩余的迦南地国民争战时取得胜利（书 

  23:6-8,11）？ 

 

 

 

13.针对与迦南地国民通婚这个事情，约书亚对以色列首领提出什么警告（书

 23:12,13）？ 

 

 

 

14. 约旦河不代表死亡；应许之地也不是一幅天堂美景。  应许之地展现的是一幅愿意

 信靠上帝的信徒从上帝那里得安息和平安的图画。 

a. 你觉得犹太人在旧约里读到那许多上帝的应许和祝福的时候，他们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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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於那些知道神的应许的基督徒，卻仍然活在罪中的人，你有什麼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