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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 瞎！ 



真是
蝦啊 

真是
瞎啊！ 



• 在我們的生活中無可避免的會經歷誤會、
誤解別人，及被別人誤會、誤解 

• 有些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有些是事關人
家前途的事，甚至，人命關天的大事 

• 作為教會的牧者，我接觸到許許多多、
大大小小的事情 

• 總是會在同一件事上聽到不同版本、不
同角度的“真實” 的故事 

 



1 當時，約書亞召了流便人、迦得人，和

瑪拿西半支派的人來，2 對他們說：耶和
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遵守了；
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也都聽從了。3你們
這許多日子，總沒有撇離你們的弟兄，直
到今日，並守了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
們當守的。 4如今耶和華─你們神照著他
所應許的，使你們弟兄得享平安，現在 



可以轉回你們的帳棚，到耶和華的僕人摩
西在約但河東所賜你們為業之地。 5 只要
切切的謹慎遵行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
們的誡命律法，愛耶和華─你們的神，行
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誡命，專靠他，盡心
盡性事奉他。6 於是約書亞為他們祝福，
打發他們去，他們就回自己的帳棚去了。 

 

 



10 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

到了靠近約但河的一帶迦南地，就在約但
河那裡築了一座壇；那壇看著高大。11 以

色列人聽說流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
派的人靠近約但河邊，在迦南地屬以色列
人的那邊築了一座壇。12 全會眾一聽見，
就聚集在示羅，要上去攻打他們。 

 

 



21 於是流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

人回答以色列軍中的統領說：22 大能者神
耶和華！大能者神耶和華！他是知道的！
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們若有悖逆的意思，
或是干犯耶和華（願你今日不保佑我們），
23 為自己築壇，要轉去不跟從耶和華，或
是要將燔祭、素祭、平安祭獻在壇上，願
耶和華親自討我們的罪。 

 



24我們行這事並非無故，是特意做的，說：
恐怕日後你們的子孫對我們的子孫說：你
們與耶和華─以色列的神有何關涉呢？25 
因為耶和華把約但河定為我們和你們這流
便人、迦得人的交界，你們與耶和華無分
了。這樣，你們的子孫就使我們的子孫不
再敬畏耶和華了。26 因此我們說：不如為
自己築一座壇，不是為獻燔祭，也不是為
獻別的祭， 



27乃是為你我中間和你我後人中間作證據，
好叫我們也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祭、平安祭，
和別的祭事奉他，免得你們的子孫日後對
我們的子孫說，你們與耶和華無分了„„ 

30 祭司非尼哈與會中的首領，就是與他同
來以色列軍中的統領，聽見流便人、迦得
人、瑪拿西人所說的話，就都以為美。31 
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對流便人、迦
得人、瑪拿西人說：今日我們知道耶和華 



在我們中間，因為你們沒有向他犯了這罪。
現在你們救以色列人脫離耶和華的手了。 32 

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與眾首領離了流
便人、迦得人，從基列地回往迦南地，到了
以色列人那裡，便將這事回報他們。33 以色
列人以這事為美，就稱頌神，不再提上去攻
打流便人、迦得人、毀壞他們所住的地了。
34 流便人、迦得人給壇起名叫證壇，意思說：
這壇在我們中間證明耶和華是神。 

 

 



一．信德雙全歸河東 （22:1-9） 

– 約書亞對他們的評價很高 

• 摩西和約書亞對他們所吩咐的，他
們都遵守了  V.2 

• 在征服迦南的所有戰役中都沒有撇
離他們的弟兄  V.3 

 



一．信德雙全歸河東 （22:1-9） 

– 約書亞對他們的評價很高 

– 約書亞重申神的大能與信實  V.4a 

如今耶和華─你們神照著他所應許的，使
你們弟兄得享平安（書22:4 a） 

 

 



一．信德雙全歸河東 （22:1-9） 

– 約書亞對他們的評價很高 

– 約書亞重申神的大能與信實  V.4a 

– 吩咐他們轉回他們的帳篷  V.4b 

現在可以轉回你們的帳棚，到耶和華的僕
人摩西在約但河東所賜你們為業之地。   
                                    （書22:4b） 



一．信德雙全歸河東 （22:1-9） 

– 約書亞對他們的評價很高 

– 約書亞重申神的大能與信實  V.4a 

– 吩咐他們轉回他們的帳篷  V.4b 

– 囑咐謹慎遵行神的誡命律法 V.5 



二．河旁筑壇引誤解 （22:10-20） 

– 兩個半支派的人在河邊筑高壇 

• 以色列會眾就聚集要攻打 

• 為什麼？ 



二．河旁筑壇引誤解 （22:10-20） 

– 誤以為他們拜偶像 

• 聯想到拜毘珥的教訓  （民25） 

從前拜毘珥的罪孽還算小麼？雖然瘟疫臨
到耶和華的會眾，到今日我們還沒有洗淨
這罪。（書22:17 ） 

 

 



二．河旁筑壇引誤解 （22:10-20） 

• 為何有此聯想？ 

– 覺得他們會嫌棄那地  V.19a 

    你們所得為業之地，若嫌不潔淨   

– 就斷定他們要悖逆神  V.19b  

只是不可悖逆耶和華，也不可得罪我們，
在耶和華─我們神的壇以外為自己築壇。 



二．河旁筑壇引誤解 （22:10-20） 

• 為何有此聯想？ 

– 也害怕被連累 V.20 

從前謝拉的曾孫亞干豈不是在那當滅的物
上犯了罪，就有忿怒臨到以色列全會眾麼？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獨一人死亡。 

 



三．誤解得化稱美事 （22:21-34） 

– 河東百姓述真情 V.21-29 

• 說明沒有悖逆之心  V. 22、29 

• 此壇非為獻祭  V.23、26、28 

• 此壇乃為證據  V.26-28 



三．誤解得化稱美事 （22:21-34） 

– 祭司與首領接受解釋  V.30 

祭司非尼哈與會中的首領，就是與他同來
以色列軍中的統領，聽見流便人、迦得人、
瑪拿西人所說的話，就都以為美。書22:30  

 

 



三．誤解得化稱美事 （22:21-34） 

– 以色列人也接受解釋  V.33 

以色列人以這事為美，就稱頌神，不再提
上去攻打流便人、迦得人、毀壞他們所住
的地了。 

 

 



三．誤解得化稱美事 （22:21-34） 

–    為何隻字未提約書亞 

•“協調小組”全權處理  V.13-14 

以色列人打發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
往基列地去見流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
支派的人；又打發十個首領與非尼哈同去，
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個首領，都是以色
列軍中的統領。 



三．誤解得化稱美事 （22:21-34） 

–    為何隻字未提約書亞 

•“協調小組”全權處理  V.13-14 

•  信任接受協調小組的結果 V.32-33 

祭司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與眾首領„„
到了以色列人那裡，便將這事回報他們。
以色列人以這事為美 „„。 



三．誤解得化稱美事 （22:21-34） 

– 如若不然、筑壇的事未必能夠解
決，更嚴重的還會再生其它事端 

– 更不用說，“以色列人以這事為
美，就稱頌神，不再提上去攻打
流便人、迦得人、毀壞他們所住
的地了。”V.33 



總結 
• 經過曠野40年熏陶的新一代以色列人，
無論是領袖，還是百姓，在靈性上都是
比較成熟的 

• 特別是領袖們，在遭遇信仰上貌似重大
危機、群情激憤時，並沒有隨大流莽撞
行事，雖很憤怒，但還是容對方分辨，
并接受對方的解釋 



從中我們注意到： 

• 此次誤解雙方的動機都是好的，為了維
護或持守信仰 

• 但由於主觀的臆斷、揣測及在重大事情
上缺乏事先溝通，差點釀成內戰 

• 河東百姓在筑壇這麼重大的事，沒有事
先與河西百姓溝通說明，引起誤解 

 



• 河西百姓初聞筑壇，只憑主觀臆斷、揣
摩別人的用意，就要發兵興師問罪 

• 在生活中，我們也會犯同樣的錯誤，將
我們的主觀臆斷、揣測當成事實 

• 更可怕的，將這種臆斷、揣測說得有模
有樣，說得好像千真萬確 

• 許多誤解的產生、蔓延，導致紛爭、帶
來傷害、甚至導致分裂都是由此而來的 

 



• 我們應當小心，當我們看到或聽到某些
事情，應多方面、多層面的了解，避免
將主觀的臆斷、揣測當成事實 

• 特別是涉及到人與人的關係，更要小心 

• 我的服侍和生活經驗告訴我，每個當事
人對同一件事情，都有他們各自的真實
故事 

• 若我們太快下定論一定不夠準確 



• 誤會能夠化解當然是一件美事，可惜生
活中我們都不是這麼美好 

• 很多時候，被誤會、被誤解我們連解釋、
說明的機會都沒有 

• 有時被誤會、被誤解，我們去解釋還要
被第二次傷害 



• 主耶穌也是不斷的被人誤會、誤解 

• 甚至被自己的親兄弟、自己的同胞、自己
的學生誤會，同樣也是時常無法解釋，或
者解釋不被接受 

• 怎麼辦？ 

–  我們一起以“你孤單麼”來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