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諾永不變 

書11:23 -19:51 



• 閱讀一段敘述人名、地名的敘述文是非常
乏味、煎熬 

• 如果在閱讀時，能夠去思想那些作者特別
想要告訴我們的，那麼就不會覺得那麼的
枯燥乏味 

• 甚至，我們可以從中思想到許多的教訓，
給我們的信仰生活帶來益處 

 



書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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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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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我
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他們去。你只管照我
所吩咐的，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列人為業。 

 

 

 



• 書19:49 以色列人按著境界分完了地業，
就在他們中間將地給嫩的兒子約書亞為業，
50 是照耶和華的吩咐，將約書亞所求的城，
就是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給了他。
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51 這就是祭司以
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各支
派的族長，在示羅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
拈鬮所分的地業。這樣，他們把地分完了。 

 

 



• 從亞伯拉罕得到神的應許，到約書亞時代，
以色列人并沒有完全得到應許之地。 

• 但是，約書亞憑著信心將神所應許的，分
給百姓，直到士師時期，以色列人才獲得
所有應許之地 

• 而且，神還保留一部分外邦人在以色列人
中間居住直到今日。 



特意說明的事項 
1. 宣告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 （書11:23） 

2. 摩西與約書亞擊敗的諸王（書12:1-24） 

3. 吩咐憑信心拈䰗分地（書13:1-7） 

4. 重述約旦河東之地（書 13:8-13） 

5. 說明利未人相關的產業 （書13:14、33，
14:4，18:7） 



特意說明的事項 
6. 迦勒獨得希伯倫為業（書14:6-15） 

7. 註明還有外邦人在此居住（書13:13, 14:14, 
15:63，16:10, 17:12-13） 

8. 只有女兒的也照樣得地 （書17:3-6） 

9. 約瑟子孫希望多得土地 （書17:14-18） 



1. 宣告國中太平沒有爭戰 （書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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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也在 
14:15b出現 



1. 宣告國中太平沒有爭戰 （書11:23） 

• “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是指征服
迦南之後，直到這一代的長老還在的時候，
國中太平，沒有征戰。 

• 因為，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耶
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諸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

以色列人侍奉耶和華。（書24:31 ） 

• 之後，百姓就陷入師士時期的混境中 

 



1. 宣告國中太平沒有爭戰 （書11:23） 

– 過渡經文、承上啟下： 

• 結束上文的征戰，引入下文的分地 

• 在開始分地之前，說明了幾件事情 

• 然後，在14:15b 再次重申“國中太平、
沒有爭戰了。 

• 接著15章正式分地 



2. 摩西與約書亞擊敗的諸王（書12:1-24） 

– 摩西擊殺二王、分河東之地 

– 約書亞擊殺卅一王、分河西之地 

領袖更替、使命未變，因為真正的領
袖乃是耶和華神 

 



3. 吩咐憑信心拈䰗分地（書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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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趕出他
們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
列人為業。書13:1、 6a 

– 神為何不加增約書亞的壽命？ 

– 神為何不指派領袖帶領百姓？ 



3. 吩咐憑信心拈䰗分地（書13:1-7） 

– 神所承諾的，神必實現 

– 征服迦南地的乃是神 

– 雖然，還有超過1/3的地    
還未獲得，但還是吩咐           
約書亞拈䰗分地 



4. 重述約旦河東之地（書 13:8-13） 

– 重申對兩個半支派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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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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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15 ） 

– 主所承諾的，主必實現 

 

 



5. 說明利未人相關的產業 （書13:14、33，
14:4，18:7） 

– 利未支派蒙神揀選分別為聖歸神的 

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
頭生的；利未人要歸我。（民 3:12） 

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沒有把產業分給他們。他們的
產業乃是獻與耶和華─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

華所應許他們的。（書13:14）  

 

 

 

 



5. 說明利未人相關的產業 （書13:14、33，
14:4，18:7） 

– 利未支派蒙神揀選分別為聖歸神的 

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沒有把產業分給他們。耶和華
─以色列的 神是他們的產業，正如耶和華所應許
他們的。（書13:33） 

利未人在你們中間沒有分，因為供耶和華祭司的職
任就是他們的產業。 （書18:7a） 

 

 

 

 

 



5. 說明利未人相關的產業 （書13:14、33，
14:4，18:7） 

– 實現神吩咐摩西的話 

– 雖然領袖更替，但神的吩咐照樣遵行 

 

 



6. 迦勒獨得希伯倫為業（書14: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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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14:24  

唯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並且我要將他所
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為他專心跟從我。
申 1:36  

– 神兌現對迦勒的承諾 

 

 

 



7. 註明還有外邦人在此居住（書13:13, 14:14, 
15:63，16:10, 17:12-13） 

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金，對以色列人說：我
使你們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應
許之地。我又說：我永不廢棄與你們所立的約。2 
你們也不可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
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為何這樣行呢？3 因此我
又說：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他們必作你
們肋下的荊棘。他們的 神必作你們的網羅。（士 
2:1-4） 

 

 

 



7. 註明還有外邦人在此居住（書13:13, 14:14, 
15:63，16:10, 17:12-13） 

– 神信守承諾，引領百姓征服迦南 

– 但百姓并沒有遵行神所吩咐的 

– 神就留下這些外邦人在他們當中，
成為百姓肋下的荊棘 

 



8. 只有女兒的也照樣得地 （書17:3-6）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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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伯叔中，把產業分給他們。
（書17:4 ） 

  



8. 只有女兒的也照樣得地 （書17:3-6） 

為甚麼因我們的父親沒有兒子就把他的名從
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們在我們父親的弟兄中
分給我們產業。於是，摩西將他們的案件呈
到耶和華面前。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西羅非

哈的女兒說得有理。你定要在他們父親的弟
兄中，把地分給他們為業；要將他們父親的
產業歸給他們 （民 27:4-7 ） 

 



8. 只有女兒的也照樣得地 （書17:3-6） 

– 神已經藉著摩西承諾分給她們產業 

– 所以，約書亞照耶和華所吩咐的把產業
分給她們，信守承諾。 

 



9. 約瑟子孫希望多得土地 （書17:14-18） 

– 這與西羅非哈的女兒們提出的要求形成
鮮明的對比 

– 同樣是要分地，但約書亞并沒有因為他
們人多就破壞規矩 

• 事實上，人數也不是真的很多 

– 而是要他們自己開荒和征戰 

 



• 從這些特意記載的事項中我們注意到，神
所承諾的，永不改變，必定實現。 

• 這也是舊約聖經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
讓我們通過神帶領以色列人的歷史事實，
來認識神的作為 

• 更是讓我們對神在聖經中所有的啟示都能
夠相信、并接受 



• 當聖經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
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

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 1:11）。我

們就堅信主耶穌必定會再來，並且是從天
公開而降。  

• 當主耶穌說，“容這兩樣一齊長，等著收割。
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
出來，捆成捆，留著燒；唯有麥子要收在倉裡。” 

• 我們現在就不去薅稗子。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 

• 從神應許亞伯蘭到今天神藉著約書亞將所
應許的迦南美地拈䰗分給以色列人 

• 這期間經歷了幾百年，神興起大大小小、
知名或無名的屬靈領袖來帶領他們 

• 這些屬靈領袖都不是完全人，或多或少都
會犯錯誤、會信心不足、會按自己的意思
誤解神的旨意、甚至會發脾氣， 



• 當然也會被自己所牧養的百姓誤會、背叛、
攻擊，甚至神也會親自教導、懲戒他們中
間犯錯誤、犯罪的領袖。 

• 人會變、人會犯錯、人會無法兌現承諾 

• 但永遠不變的是神、是神的應許、是神賜
給教會的異象—萬國都要因你得福、去使
萬民做主的門徒、去為主作見證直到地級。 



• 我們也領悟到：神在以色列人還沒有完全
得到全部應許之地時就要約書亞拈䰗分地，
表面上看是約書亞快不行了 

• 事實上是在提醒我們而更深一層的意思 

• 神所應許的，不會因為人的更迭、屬靈領
袖的離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 神讓人領受的異象、神對一個民族或教會
的異象不會因著人事的變動而有所改變 

 



• 為此，神在約書亞之後，并沒有特意指派
那位屬靈領袖來帶領百姓，因為真正帶領
百姓的是神自己。 

• 可惜，以色列人不明白，甚至愚昧到一個
地步，向神要求為他們立王來帶領他們，
因為他們對人失望、對現狀失望、對人失
去信心 

 



• 神就直接點出他們的問題，“耶和華神對
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
依從；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
不要我作他們的王。”（撒上 8:7）  

• 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要小心，當我說我
對人失望，對人沒有信心時，事實上，真
正的問題是在自己身上，真正的問題是我
的信心、靈命出來問題，是我對神沒有信
心，是我需要悔改，是我需要讓神來帶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