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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甲归田”- “ 

 七年来，为了进入应许之地，以色列各支派跟随着约书亚南征北战。  这期间，他们

一直对神忠心耿耿，对耶和华通过摩西和约书亚所吩咐的一切都遵守听从了。  虽然

这期间也有过失 - 打艾城的时候约书亚没有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结果惨遭失败；

亚干不听从上帝的命令私藏战利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被基遍人蒙骗，但瑕不掩瑜，

这些过失不能否认以色列人在这七年征战中对神的忠心。基本上, 现在仗打完了，地

也分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解甲归田，安居乐业”的转折时期，以色列人是否能保

持與過去一樣的对神忠心呢？ 

I. 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 

 俗语说“创业难，守成更难”。 即将安居乐业的以色列人是否会在和平的环境中逐

渐怠慢，放松对耶和华神的坚定持守呢？ 他们会否受附近剩余的迦南人的影响,转向

去拜外邦人的神呢？ 这些问题久久萦绕在约书亚的思绪中。 在流便，迦得和玛拿西

两个半支派要告别河西的会众即将去约旦河东他们被赐为业之地的时候，约书亚把他

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倾吐了一番肺腑之言。 约书亚充分肯定了这些年来他们对摩

西和约书亚本人的服从; 强调了耶和华神的信实 - 将他们领入应许之地并使他们四

境平安；约书亚特别强调他们必须继续服从神的命令。 尤其对这最后一点，约书亚

谆谆教导他们“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

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约书亚的

这番谆谆教诲是对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当今我们每个基督徒说的。  

“尽心尽性侍奉他”让我们看到耶稣对我们的第一大诫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太 22:37）。  也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同行，紧紧抓住神，全心全意地侍奉神。 

II. 耶和华神的尊荣高过一切 

 试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并肩作战了七年之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弟兄们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 战争结束，每个支派分得所赐为业之地；流便，迦得和玛拿西两个半

支派依依不舍地话别了其它以色列支派的会众，去到约旦河东所赐为业之地。  突然，

有消息传到了河西的会众那里 - 河东的会众们在约旦河边筑了一座坛。  听到这个

消息，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可非同小可。  除了建在示罗耶和华神的会幕旁的祭坛，

再造其它的坛就代表不拜真神耶和华，这意味着背弃耶和华神。 “全会众一听见，

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书 22:12） 为何河西的以色列会众会有这种

剑拔弩张的激烈反应呢？  是他们好战吗？ 不是，已打了七年的仗，他们已经厌倦

了。  是他们嫉妒或是对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弟兄们不满吗？  不是，他们曾是同一战

壕的战友。  为何一下子形成如此对立的势态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爱上

帝耶和华神的尊荣超过一切。 他们不允许任何的人或事来侵犯耶和华神的尊荣。 解

经家谢菲尔对此有这样的评价：“我真希望二十世纪的教会能从这里学到一个功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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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圣洁使得在真理上没有任何的妥协之处。 他们伤心吗？  肯定伤心。 但是，

如果有人背叛上帝，就一定要对他开战。” 

一．爱与圣洁   

 河西的弟兄们并没有立即开战。 他们派出了代表去了解情况，看看局面是否可以扭

转。  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爱弟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耶和华神的圣洁。  这是

另一个可以学的功课 - 如何处理对弟兄的爱与维护神的圣洁之间的关系。 以祭司以

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为首的河西代表团单刀直入地向河东的会众提出了他们的担忧

“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 (书 22:16-

18），他们特别指出的是,个别的过犯给会众带来的连累。 道德风尚不是个人的事，

是影响到整个会众的。  所以，身为基督徒却不能顺服神、忠心服侍神的话就会从反

面影响到其它的信徒。  我们是否坚信这个信念呢？  如果是的话，我们怎麼能容忍

那些不合乎神心意的做法？ 我们为何为了怕得罪人，而对一些罪的行为轻描淡写或

是视而不见呢？ 我们必须记住维护神的圣洁是第一位的。 

B. 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迷失的弟兄   

 “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

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

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书 22:19）看到河东的会众筑了坛，河西的弟兄们真是忧心

如焚。 他们不惜出让他们得为业的地，为的是挽救他们认为已迷失的弟兄。 这是何

等的付出，但正是这样的付出才体现出他们的爱是何等的诚挚。  正是这样的爱才赢

得人归向神。 有时，我们会片面地强调原则，并以一种表现自我（唯我是对）的姿

态去帮助别人，这样做的时候难免把人推走。  如果我们能放下自己去做的话，效果

会更好。 我们从河东的会众接下来的反应看到，因着河西会众对耶和华神的爱和对

弟兄的爱，河东的弟兄们不但认同了对他们的指责并且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  以色列人也必知道。  我们若

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

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 

（书 22:22-23）接着他们说明他们筑坛是为了在“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作证据，

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

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书 22:27） 换言之，他们筑坛是为了见

证耶和华的同在（在示罗的会幕和祭坛），为了见证十二个支派间的互为一体。 结

果，“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迦得人，到了以色列人那里，

便将这事回报他们。 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得

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书 22:32-33） 

 为何筑坛事件所引起的激烈冲突最终会化险为夷呢？ 解经家谢菲尔认为有重要的两

点：一. 双方持守一个共同的真理即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唯一要俯伏敬拜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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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敢于坚守真理的同时也敢于为爱而付出。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身一世唯一一

个基本的职责就是在这个悖逆的世界里为神和他的属性作见证。  这个见证不容易做，

但是，如果我们响应神的呼召，竭力去做的话，我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证明既爱神又爱人如己是建立和谐的基础，是神祝福的。  

III.约书亚的临别赠言 

 时候到了，是约书亚大将军离开人生舞台的时候了。当亚伯拉罕离世的时候，圣经没

有记载他留下什么遗言，不过我们从他的死学到一个功课。 亚伯拉罕的死不是結束

了，他只是走完了异乡客的生涯，进入上帝为他准备好的安息的地方。 当以撒离世

前，因信他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当雅各离世前，他召集了十二个儿子，

对每个儿子的过去做了结语并对未来祝福。 当约瑟离世前，他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

要他们把自己的骸骨从埃及搬到迦南地去安葬，这是一个信心的遗言。 在约书亚记

24章32节，我们终于看到以色列人把他的骸骨葬在示剑。 当神人摩西离世前，他给

以色列人做了一首绝唱，描绘了以色列的前途，并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今日所警

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

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

这事日子得以长久。”（申32:46-47）最后，他一一给每个支派说预言并祝福。 

现在是约书亚离别的时候，他又有什么话要对以色列人说呢？ 约书亚把以色列众人的长

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集齐，对他们训话。 在他的训话中，约书亚十三次提

到“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的名。 这是以色列民的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

是我们要敬畏的上帝。 约书亚的训话分为三个部分。 

A. 回顾过去 - 上帝的作为无处不在 

 约书亚多次提到“为你们争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书 23：3-5,9-10,12），这个

提醒非常重要。 以色列人刚打完仗，进入应许之地。 有必要提防以色列人被胜利冲

昏头脑，洋洋自得，以为是因着他们有组织、有纪律、人强马壮的军队打赢了这场战

争。  就象摩西曾对他们说的“耶和华你的上帝将这些国民从你们撵出以后，你心里

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

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地向

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申 9:4-5） 我们的神耶和华上

帝是信实的，是个守约的上帝。 他向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

的话一句都没落空。 

B. 谨慎现在 - 务要顺服敬爱耶和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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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记住耶和华上帝的作为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他们肩负的责任 - 那

就是顺服耶和华神并全心全意爱他。 “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

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 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参杂。  他们的神，你

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 也不可侍奉，叩拜”（书 23:6-7）约书亚担心以

色列各支派不把敌人消灭尽净，以致被诱惑去信他们的神。 约书亚又叮嘱他们“你

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剩下的这些国民

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

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机槛，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

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书 23:11-13）约书亚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以色列

的首领们要谨慎，免得落入试探招致灭亡。 

C. 展望未来 - 福兮祸兮 

以色列人的将来会怎样呢？是福气临到还是速速灭亡，就看全以色列人如何回应

耶和华上帝的话。 约书亚告诫众首领“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

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

亡。”（书 23：16）约书亚的这些告诫也正是摩西在申命记 27至 30章对以色列人说

的一切话的重申-违命必受咒诅，遵命必然蒙福。 这个告诫同样适用于我们，顺服神

还是悖逆神是一个决定我们是蒙祝福还是受咒诅的选择，我们要怎样选择呢？ 

IV. 应用 

 在约书亚既将退出人生舞台的时候，不像摩西当年已拣选好了接班人，以色列十二个

支派将面临群龙无首的局面，他们会四分五裂吗？ 他们相信耶和华说的“一人必追

赶千人”吗？约书亚告诫以色列众首领只要服从耶和华上帝，就无人可以抵挡他们。 

那位昔日为以色列人争战的耶和华上帝也是我们的上帝，他今日也为我

们争战。 只要我们全心全意依靠主，从主那里摄取力量，我们就能应付

任何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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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享从课堂上及讲义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愿意去遵行的信息. 

 

 

2.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24章 1-13节，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a. 這是約書亞最後一次對全以色列人訓話，在開始的時候，他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如此說」，這是先知的用語，告訴聽眾，說話的人是神的代表。這次他要所有的領

袖來到神面前，有如此的了解，你認為 26節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b. 要領袖們聚集在示劍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3.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24章 14-28节，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a. 在這段歷史的結束，約書亞要以色列人沒有條件的順服神，甚麽是約書亞要求以色列

人的三件事？（24:14） 

 

 

4. 神賜給人們選擇的機會，祂也要人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a. 約書亞為自己及他的家人作了什麼選擇？ 

 

b. 約書亞的選擇是在他快死以前作的（24:29），你認為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c. 列出你認爲每位領袖必須作的三個屬靈的決定為了要帶領ㄧ個群體（家庭/小組/教

會。。。）過一個公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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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列出五項約書亞鼓勵以色列人要遵守的指示？ 

 

   b.  每次你學習神的話以及聽講道以後，你是否作屬靈的決定，願意讓自己及家人更 

       熱心的事奉神？ 

 

6. 約書亞要以色列人敬畏神，事奉神，以色列人如何回應約書亞的要求？（24:16～18） 

 

7. 約書亞的回答ㄧ定使以色列人非常驚訝（24:19） 

a. 為什麼約書亞告訴以色列人說他們起初的委身是神不接的？ 

 

b. 以色列人必須怎麼作，才使神接受他們的服事呢？ 

c. 有甚麼事使你的服事不被神接納？ 

 

8. 當以色列人同意除去偶像以後，約書亞又指示他們作甚麼？（24:25～27） 

 

      

9. 當以色列人與約書亞立約（24:25）以後，帶來了甚麼結果（24:31）？ 

 

 

10. 從神的僕人約書亞的身上，你希望學習如何成為神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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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羅在林前 10:11 說「他們遭遇這些事，都要作為鑑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

我們這末世的人。」相信約書亞記中所記載的每一個細節都有神所啟示的屬靈意義，

請列出至少三點你學到的屬靈真理。 

 

 

12.请阅读约书亚记 24章 28-33节，约瑟被葬在哪里？为什么？（创 50：25） 

 

 

 

13. 从约书亚记第 24章中，利用经文来说明神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