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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第二章 8 - 14

8 二人還沒有躺臥，女人就上房頂，到他們那裡，

9 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

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

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

10 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

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

並且你們怎樣待約旦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

將他們盡行毀滅。

11 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你們的緣故，並無一人有膽氣。

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12 現在我既是恩待你們，

求你們指著耶和華向我起誓，

也要恩待我父家，並給我一個實在的證據，

13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屬他們的，

拯救我們性命不死。」

14 二人對她說：

「你若不洩漏我們這件事，我們情願替你們死。

耶和華將這地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必以慈愛誠實待你。」

約書亞記第二章 8 - 14 不一樣的選擇不一樣的選擇

從情節角度來看，

二十四章的約書亞記其實四個階段 ─

1. 一章一節到五章十二節

2. 五章十三節到十二章二十四節

3. 十三章到二十一章

4. 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

過河

爭地

分地

事奉



‧中心主題‧不一樣的選擇 ‧喇合的選擇

過河、爭地、分地、事奉，二十四章分成四個情節。

1. 上帝的同在
約櫃帶領他們過約但河，河水分開

耶利哥城會垮，太陽、月亮停在那裡

2. 上帝有主權 ─ 四個階段是上帝主導的

第一章一到九節 ─ 過河、行割禮，

約書亞跟十二支派就聽話

爭地，五章十三節 ─

上帝主動的藉著使者向約書亞顯現…
十三章 ─ 上帝叫約書亞開始分地

最後上帝叫約書亞說，你們的家庭都要來服事上帝

你不能跑在上帝前面，「祂不喜歡人的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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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只能做一件事 ─ 把鞋子脫下來，

我們不配靠近上帝，我們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免得像耶利哥城人不懂得祂是聖潔的戰士，

後來被毀了、被滅了。

3. 上帝是戰士
第五章 ─ 當約書亞面對使者的時候，

就發覺，祂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出埃及記十五章 ─ 米利暗過了紅海，

讚美詩 ─ 上帝在敵人面前彰顯祂的權能權能

祂有戰績 ─ 約但河，

耶利哥城繞七次，七天之後就會垮

太陽、月亮、星宿都會停下來，

大自然聽那一位大指揮、大元帥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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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話對約書亞來說，

就變成是最重要的執政、爭戰、爭地的憲章、準繩。

八33b-34 一半對著基利心山，一半對著以巴路山，

約書亞照著律法書上一切所寫的，都宣讀了一遍。

4. 神的律法
第一章 ─ 上帝告訴約書亞：你不要怕，

即使摩西死了，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原因是什麼呢？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讀神的話，環境會變，祂的話不改變，

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

也就是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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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土
這個地，絕對不是他們自己要到的，

是上帝透過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在創世記就已經應許要賜下來的，

甚至應許給約瑟，骸骨希望回去在迦南地埋葬。

約書亞記的應驗，是因為上帝透過摩西的應許，

應許之後才會有應驗，地土的應驗來自神的話的應許。

當然這個應許的應驗 ─人的順服，

約書亞要面對挑戰，要肯過河、肯去爭戰，

人的責任跟上帝的主權並不會有衝突的；

但關鍵是上帝先主導 ─

上帝應許，才會應驗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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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遵守上帝的約，免得得罪立約的神

如果你遵守這話，不離開你的口、晝夜思想、凡事順利；

這話很像申命記，都在記載順服就帶來了蒙福。

七個支派拈鬮後，在示羅設立會幕，準備獻祭守神的約，

好讓以色列人放約櫃在裏面、敬拜上帝…
如果不遵守神的約，就像艾城被打敗的亞干

原來五經最核心的主題，

是上帝透過列祖、猶太人後裔，

當然是要遵守上帝的約 ─順服就蒙福福，，

不肯順服的結果，

就是士師時代跟迦南人立約，

後來進入迦南人的墮落當中，

被同化甚至被外邦來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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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神學主題就好像粽子當中有一個繩子，拉住這本書本書 ──

分段起來有過河、爭地、分地、事奉，

但是上帝的同在、上帝有主權、上帝是聖潔的戰士、

上帝的律法書、地土、遵守神的約、聖潔七個主題。

7. 聖潔 ─ 上帝要祂的百姓聖潔

上帝如何跟亞伯拉罕立約，要他們過河之前先行割禮，

割禮意思就是跟外邦人分開來 ─

是分別為聖的，不能跟外邦人、迦南人混雜

亞干不聖潔，拜金、貪財，以色列人敗在內在的墮落

希伯來書 ─ 若不聖潔，沒有人可以見主的面

求主幫助，不要生活愈來愈墮落，

歷史書裏面很多人是晚節不保的，

不懂得繼續到老的時候聖潔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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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約書亞記二十四章裏面，充斥著不一樣的選擇…

第一章 ─ 約書亞選擇跟從上帝來接摩西的棒，

行十災、曠野裏嗎哪下來、磐石出水的摩西不在了，

約書亞鼓起勇氣來順服上帝的選擇、也順服上帝；

沒有約書亞肯順服，就不會有約書亞記、就不會進迦南地

第一章 ─ 十二支派選擇聽從約書亞新的領導，過河得地

第二章 ─ 約書亞派兩個探子選擇往耶利哥城去窺探

第二章 ─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選擇十二個祭司扛約櫃過河

第四章 ─ 過了河之後，

上帝吩咐約書亞揀選十二個人，

各挑石頭放在約但河中間立石為記

第五章 ─ 以色列選擇聽從耶和華

透過約書亞的話，行了割禮，選擇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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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以色列人選擇聽從約書亞的帶領繞城七次，

選擇聽從上帝神蹟就會發生

第七章 ─ 很不幸的亞干選擇貪愛財物，

導致以色列人敗在艾城，亞干的兒女滅亡

選擇聖潔就蒙恩，不聖潔讓神的國度受妨礙

第八章 ─ 約書亞選擇攻下艾城後馬上讀律法書，

因為亞干墮落，得勝之後會墮落

第九章 ─ 基遍人選擇欺騙以色列人，成為以色列人的奴僕；

以色列領導選擇不先聽上帝的聲音，沒有先去禱告，

這樣匆促的選擇，也幾乎導致內在的分裂…
約書亞跟領導就說 ─ 我們當初沒有跟上帝察驗…

如果錯了之後認錯，上帝會把看起來危機變成轉機，

後來所羅門王建聖殿，有一批人力就是基遍人供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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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 五王選擇攻擊基遍，

經歷到約書亞禱告日月停止的威力，

二十四小時把五王打敗的時候，光都存在，

好讓約書亞、百姓看明敵人在哪，可以殺盡。

一個神學問題─ 為什麼讓迦南人通通被殺光？

很多反神、無神、外邦人，怪上帝太殘酷了！

其實不然，約書亞記是照著應許。

創世記十五章 ─ 上帝告訴亞伯拉罕，

「你的子孫要到埃及四百年，等待迦南人罪惡滿盈。。」」

上帝等他們四百年，他們一直不悔改，

才透過約書亞進入迦南地，把迦南人殺了，

是為了成就上帝早就已經給他警告，審判背後是神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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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章 ─ 老迦勒已經八十五歲了，

選擇求上帝把那山給我，

八十五歲，我出我入仍然像四十幾年前那麼強壯，

但是上帝的應許還沒有成就，

因此要讓上帝的應許應驗…

求主幫助我們當中年紀大的，上帝仍然用你的，

甚至說人生的上半場是為了下半場預備的。

任何人就像迦勒一樣，

選擇到老的時候不放棄上帝的應許。

十一章 ─ 北邊加利利旁邊夏瑣聯軍，

選擇跟以色列爭戰，走上被焚燒的命運

十二章開始 ─ 十二支派順服約書亞的抽籤來分地，

其中利未人選擇順服上帝 ─ 產業只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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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章 ─ 約書亞選擇順服上帝設立逃城，給無心誤殺人的人

二十二章 ─ 流便、迦得、瑪拿西半支派，選擇在河東築壇，

理由是子孫希望也可以敬拜上帝，

卻忘了五經希望在河西。

付了代價 ─ 北國被亞述來擄了，

第一批被擄的就是河東的兩個半支派…
你的選擇自己付代價，人的代價是自己錯誤選擇所付來的

二十三、二十四章 ─ 約書亞選擇在年紀老邁

招聚以色列人到上帝面前立約，

用自己的見證 ─ 我跟我家都要事奉上帝。

就像迦勒 ─ 有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概念，

他希望他的女兒被上帝用

約書亞希望他的子孫被上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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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另類選擇的人有另類的眼光

二10-11 我們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

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使紅海的水乾了，

並且你們怎樣待約旦河東的兩個亞摩利王，將他們盡行毀滅。

我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

耶和華 ─ 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我們的神不是真正的神，你們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原來喇合有不一樣的眼光，

你要蒙恩，要有不一樣的眼光 ─這個神是真的神！

喇合選擇放棄祖宗的神、投靠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一個人要被上帝用，親人、家人、外邦女子會蒙恩蒙恩；；

你的選擇會影響到你的親人、家人，就像我自己自己……
從喇合作不一樣的選擇，幫助我們三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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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另類選擇的人，會被不一樣看待
可能會有壓力 ─ 耶利哥城的人派人要抓你，

來問，「那兩個探子哪裏去了？」

喇合說：「我不知道，他們已經出門了。」

喇合說了白謊！

實際上這兩個人藏在屋頂上。

不過聖經好像沒有怪她，

就好像亞伯拉罕跟撒拉到埃及的時候，

怕法老王，因此說「這是我的妹子」，

因為有壓力，要跟人家不一樣的選擇。

耶穌的學生要跟從主，最後都是殉道的…
但以理要敬拜上帝以外的神，要放在火窯、獅子坑裏的

作不一樣選擇的人，會有不一樣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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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2-23 約書亞吩咐窺探地的兩個人說：

「你們進那妓女的家，照著你們向她所起的誓，

將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從那裡帶出來。」

當探子的兩個少年人就進去，將喇合與她的父母、弟兄，和她

所有的，並她一切的親眷，都帶出來，安置在以色列的營外。

3. 作另類選擇的人，得不一樣的結果

喇合因為聽從上帝，有不一樣的眼光、作不一樣的選擇，

結果不一樣的結果 ─

不只是妳、妳的全家通通蒙恩

妳自己還進入馬太福音第一章耶穌的家譜

作不一樣選擇的人喇合 ─ 是個妓女，

任何人懂得像喇合作不一樣的選擇的人，上帝就用他；

「主啊！我願意作不一樣選擇的人，來跟從主。」

求親愛的主，幫助我們，

人生裏面很多選擇、很多十字路口，

但幫助我們 ─

因為你是全能、聖潔、信實的神，

選擇來跟從你，

即使有不同別人的對待、壓迫，

但我們知道 ─

最後結果卻有不一樣的結果，

讓喇合成為我們的榜樣。

奉耶穌基督榮耀得勝的名禱告，阿們。

禱告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