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勿忘初心、信守承諾 

書1: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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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是，約書亞吩咐百姓的官長說：11 你
們要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當預備食物；
因為三日之內你們要過這約但河，進去得
耶和華─你們神賜你們為業之地。12 約書
亞對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
人說：13 你們要追念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所
吩咐你們的話說：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
們得享平安，也必將這地賜給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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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你們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
約但河東、摩西所給你們的地；但你們中
間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帶著兵器在你們的
弟兄前面過去，幫助他們，15 等到耶和華
使你們的弟兄像你們一樣得享平安，並且
得著耶和華─你們 神所賜他們為業之地，
那時纔可以回你們所得之地，承受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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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但河東、向日
出之地所給你們的。 16 他們回答約書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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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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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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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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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我們談論到，摩西死了，神要約書
亞接替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 

• 約書亞因著許多歷史的經驗，沒有足夠的
信心，即使摩西、耶和華神，先後幾次的
鼓勵他要剛強壯膽，他還是誠惶誠恐 

• 導致神略帶“責備”對他說：“我豈沒有
吩咐你麼？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
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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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約書亞對於承擔帶領以
色列人的職責是何等的懼怕、戰兢 

• 可是，當神再次提醒約書亞，神必與他同
在，他儘管剛強壯膽、不要懼怕的帶領以
色列人起來、過約旦河去得神所應許的那
地為業時 

• 約書亞就放膽接受使命，吩咐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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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放膽帶領 

– “於是”是一個連接詞，表示下文/即
將發生的事是承接上文的，并由於前面
所發生的事促成現在所要作的事。 

– 由於神的應許，約書亞就大膽接受神的
呼召，接替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約旦河
去承受那地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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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放膽帶領 

1. 階梯式的管理 （1:10-11） 

• 就層層往下吩咐 

• 延續摩西的風格 

– 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
長、十夫長，管理百姓 （出18:25） 

– 無需事必躬親，而是大膽分派 
 

 
8 



一．立即放膽帶領 

2. 特例親自提醒 （1:12） 

 約書亞對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
派的人說 （書1:12 ） 

–  這兩個半支派是摩西答應他們的請求可
以留在約旦河東岸（民32:33） 

–約書亞需要親自特別提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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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即放膽帶領 

從中看到約書亞被神提醒後，立刻“剛強
壯膽”，履行職責，著手安排過河的事宜； 

該放手讓別人負責的就放手交出去，該親
自處理的，就親自負責解決，特別是一些
特殊的人與事 

 

 
10 



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1. 追念起初的承諾 

• 你們要追念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
的話說：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得享平
安，也必將這地賜給你們。（書1:13 ） 

– 承諾的兩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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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1. 追念起初的承諾 

• 神透過摩西承諾迦得、流便及瑪拿西
半個支的請求將約旦河東的土地分給
派他們 （民32:33） 

• 他們承諾要成為先鋒隊伍，首先帶著
兵器去爭戰（民32:17、27、32） 

12 



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 神要賜給他們得享平安 

• 也要把這地賜給他們 

• 得地固然重要，但如果得地後無法得
享平安，得地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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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  Lara和Roger Griffiths夫婦在2005年中

了$276萬美金，從此之後，他們並沒有
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反倒因為獲得意
外之財，讓他們為此爭吵不斷，最後結
束了兩人14年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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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 在1998年，Gerald Muswagon贏得$1000
萬美金獎金，在7年內的狂飲和派對中
全部花光了，在自責之下，於2005年在
他父母的車庫上吊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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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Billy Bob Harrell Jr.在1997年 贏得
3100萬英鎊。 最後掏光財富，落得離婚
還有自殺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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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有神所賜的平安，得地才有意義 

–當然，神也答應了他們的請求，賜約旦
河東岸的地給他們為業 

–這樣的承諾份量十足 

–作為回應，他們也做出承諾 

 
 

 

 

17 



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我們自己要帶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
（民 32:17 ） 

–但你的僕人，凡帶兵器的，都要照我主
所說的話，在耶和華面前過去打仗。
（民 3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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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2. 承諾的份量夠足 

–從約書亞的提醒看：（1:15） 

1) 一切大能的勇士 

2) 在弟兄前面過去 

3) 直到弟兄得享平安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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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勿忘初心（1:13-15） 

從中看到，承諾是雙方面的，神已經實現
了自己的承諾，現在耶書亞提醒兩個半支
派要兌現他們的承諾 

人也許會不兌現自己的承諾，但神不會 

人也許會忘記自己的承諾，但神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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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然接受吩咐（1:16-18） 

• 他們回答約書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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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1:16  

• “他們”是誰？ 

– 所有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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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然接受吩咐（1:16-18） 

1. 無條件的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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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義平行句的表述取到加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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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然接受吩咐（1:16-18） 

2. 願意悔改順服 

 如果，他們只說“我們從前在一切事上怎

樣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聽從你” 

– 這會嚇死約書亞 

– 惟願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在，像與摩
西同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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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的表現 



三．全然接受吩咐（1:16-18） 

2. 願意悔改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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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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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改的決心 



三．全然接受吩咐（1:16-18） 

2. 願意悔改順服 

 你只要剛強壯膽！ 

• 約書亞需要剛強壯膽是因為他經歷太多
以色列百姓的不信與悖逆 

• 百姓以此來表達他們的懺悔和對神僕人
的支持，及愿神與他們同在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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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懺悔，也是鼓勵 



三．全然接受吩咐（1:16-18） 

 從中我們看到，百姓以他們的言行來回應
神僕人的吩咐，他們也意識到真正帶領以
色列民的是耶和華神，而愿神與他們同在
的唯一方式就是順服神僕人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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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教會的歷史來看，許多神的僕人無論是
摩西、約書亞，還是其他僕人，懼怕、驚
惶、逃避、不敢接受神的呼召，甚至選擇
逃避、離開，是因為他們經歷太多太多類
似以色列人在曠野的事。 

• 許多神的僕人都不害怕來自外面的逼迫與
攻擊，他們最擔心、害怕的是來自他所服
侍教會的內亂，因為內亂才是摧毀以色列、
摧毀神教會最強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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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效法約書亞和那時的以色列百姓，
對神有信心，因為神應許與我們同在 

• 人不可信，但神可信，人不可愛，但神愛
我們，也要我們彼此相愛。 

• 主應許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這個
應許絕對不會改變；而我們是否願意持守
我們的諾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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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信主時，當我們受洗時，我們在眾
人面前，在神面前承諾要一生追隨主，遵
守主所吩咐的，我們是否持守呢？ 

• 我們是否願意領受主耶穌所有的吩咐，然
後也教導人去遵守呢？ 

• 我們是否履行我們的福音使命呢？ 

• 神是否要求流便、迦得和瑪拿西這兩個半
支派，都安頓好了再來幫助其他支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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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屬靈的角度看，我們教會類似這兩個半
支派，我們已經得享神通過福音所賜的平
安 

• 雖然，我們自己也還沒有安頓好，我們的
貸款還沒有還清，我們的屋頂已經開始漏
水，我們的地板開裂，我們的空調老化，
我們的停車場不夠、並且停車場的排水不
暢，我們的內部似乎也問題重重。 

30 



• 我們是否願意效法那時的以色列百姓，對
神所呼召來的僕人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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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要剛強壯膽”。 

本段經文提醒神的僕人要剛強壯膽，大
膽服侍，因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呼召與
異象，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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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提醒弟兄姐妹，要信守起初的承認，
凡主所吩咐的都領受，也教導人去行； 

 主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彼此包容、
彼此扶持、彼此信任、彼此饒恕，我
們是否願意遵行？ 

 雖然很難，但有主的同在，我們就能
夠靠主大大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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