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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第二章 8 - 14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
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
也要恩待我父家 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
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
个实在的证据，
13 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
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
拯救我们性命不死。」
14 二人对她说：
「你若不泄漏我们这件事 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你若不泄漏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
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 」
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
12

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
9 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
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
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10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 你 怎样待约旦河 的
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
利
宏和 ，
将他们尽行毁灭。
11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我们 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
耶和华 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8

不一样的选择
从情节角度来看，
二十四章的约书亚记其实四个阶段 ─
1. 一章一节到五章十二节

过河

2. 五章十三节到十二章二十四节
3. 十三章到二十一章
十 章到 十 章

争地
分地

4. 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

事奉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过
过河、争地、分地、事奉，二十四章分成四个情节。
争地
地 事奉
个情节
1. 上帝的同在
 约柜带领他们过约但河，河水分开
 耶利哥城会垮，太阳、月亮停在那里
2. 上帝有主权 ─ 四个阶段是上帝主导的
─ 过河、行割礼，
约书亚跟十二支派就听话
 争地，五章十三节 ─
上帝主动的借着使者向约书亚显现…
 十三章 ─ 上帝叫约书亚开始分地
 第一章一到九节

 最后上帝叫约书亚说，你们的家庭都要来服事上帝

你不能跑在上帝前面，「他不喜欢人的力大」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4. 神的律法
第一章 ─ 上帝告诉约书亚：你不要怕，
即使摩西死了，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原因是什么呢？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读神的话，环境会变，他的话不改变，
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
也就是以马内利！
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
约书亚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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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话对约书亚来说，
就变成是最重要的执政、争战、争地的宪章、准绳。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3. 上帝是战士
 第五章 ─ 当约书亚面对使者的时候，
就发觉，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是耶和华 队的元帅…
 出埃及记十五章 ─ 米利暗过了红海，
赞美诗 ─ 上帝在敌人面前彰显他的权能
敌
彰
权能
 他有战绩 ─约但河，
 耶利哥城绕七次，七天之后就会垮
 太阳、月亮、星宿都会停下来，
大自然听那一位大指挥、大元帅的吩咐
约书亚只能做 件事 ─ 把鞋子脱下来，
约书亚只能做一件事
我们不配靠近上帝，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免得像耶利哥城人不懂得他是圣洁的战士，
免得像耶利哥城人不懂得他是圣洁的战士
后来被毁了、被灭了。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5. 地土
这个地，绝对不是他们自己要到的，
是上帝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在创世记就已经应许要赐下来的，
甚至应许给约瑟，骸骨希望回去在迦南地埋葬。
约书亚记的应验，是因为上帝透过摩西的应许，
应许之后才会有应验，地土的应验来自神的话的应许。
当然这个应许的应验 ─ 人的顺服，
约书亚要面对挑战，要肯过河、肯去争战，
人的责任跟上帝的主权并不会有冲突的；
但关键是上帝先主导 ─
上帝应许，才会应验地土。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6. 遵守上帝的约，免得得罪立约的神
如果你遵守这话，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凡事顺利；
这话很像申命记，都在记载顺服就带来了蒙福。
 七个支派拈阄后，在示罗设立会幕，准备献祭守神的约，
好让以色列人放约柜在里面、敬拜上帝…
 如果不遵守神的约，就像艾城被打败的亚干
原来五经最核心的主题，
是上帝透过列祖、犹太人后裔，
当然是要遵守上帝的约 ─ 顺服就蒙福
福，
不肯顺服的结果，
不肯顺服的结果
就是士师时代跟迦南人立约，
后来进入迦南人的堕落当中，
后来进入迦南人的堕落当中
被同化甚至被外邦来辖制。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7. 圣洁 ─ 上帝要他的百姓圣洁
 上帝如何跟亚伯拉罕立约，要他们过河之前先行割礼，

割礼意思就是跟外邦人分开来 ─
是分别为圣的，不能跟外邦人、迦南人混杂
 亚干不圣洁，拜金、贪财，以色列人败在内在的堕落
 希伯来书 ─ 若不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的面
求主帮助，不要生活愈来愈堕落，
历史书里面很多人是晚节不保的，
不懂得继续到老的时候圣洁到底。
这些神学主题就好像粽子当中有 个绳子，拉住这本书
这些神学主题就好像粽子当中有一个绳子
拉住这本书
本书 ─
分段起来有过河、争地、分地、事奉，
但是上帝的同在、上帝有
上帝有主权、上帝是
上帝是圣洁的战士、
上帝的律法书、地土、遵守神的约、圣洁七个主题。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 ‧喇合的选择

整个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里面，充斥着不一样的选择…
 第一章 ─ 约书亚选择跟从上帝来接摩西的棒，

行十灾、旷野里吗哪下来、盘石出水的摩西不在了，
约书亚鼓起勇气来顺服上帝的选择、也顺服上帝；
没有约书亚肯顺服，就不会有约书亚记、就不会进迦南地
 第一章 ─ 十二支派选择听从约书亚新的领导，过河得地
 第二章 ─ 约书亚派两个探子选择往耶利哥城去窥探
 第二章 ─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选择十二个祭司扛约柜过河
 第四章 ─ 过了河之后，
上帝吩咐约书亚
帝吩咐约书 拣选十
十二个人，
个人，
各挑石头放在约但河中间立石为记
 第五章 ─ 以色列选择听从耶和华
透过约书亚的话，行了割礼，选择顺服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 ‧喇合的选择

 第六章 ─ 以色列人选择听从约书亚的带领绕城七次，

选择听从上帝神迹就会发生
 第七章 ─ 很不幸的亚干选择贪爱财物，
 导致以色列人败在艾城，亚干的儿女灭亡

选择圣洁就蒙恩，不圣洁让神的国度受妨碍
 第八章 ─ 约书亚选择攻下艾城后马上读律法书，


因为亚干堕落，得胜之后会堕落
 第九章 ─ 基遍人选择欺骗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奴仆；
以色列领导选择不先听上帝的声音，没有先去祷告，
这样匆促的选择，也几乎导致内在的分裂…
约书亚跟领导就说 ─ 我们当初没有跟上帝察验…
如果错了之后认错，上帝会把看起来危机变成转机，
后来所罗门王建圣殿，有一批人力就是基遍人供应的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 ‧喇合的选择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 ‧喇合的选择

 第十章 ─ 五王选择攻击基遍，

 十一章 ─ 北边加利利旁边夏琐联军，

选择跟以色列争战，走上被焚烧的命运

经历到约书亚祷告日月停止的威力，
二十四小时把五王打败的时候，光都存在，
好让约书亚、百姓看明敌人在哪，可以杀尽。
一个神学问题 ─ 为什么让迦南人通通被杀光？
很多反神 无神 外邦人 怪上帝太残酷了！
很多反神、无神、外邦人，
其实不然，约书亚记是照着应许。
─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你的子孙要到埃及四百年，等待迦南人罪恶满盈。
。」
上帝等他们四百年，他们一直不悔改，
才透过约书亚进入迦南地，把迦南人杀了，
是为了成就上帝早就已经给他警告，审判背后是神的慈爱。
创世记十五章

 十二章开始 ─ 十二支派顺服约书亚的抽签来分地，
派
抽
地

其中利未人选择顺服上帝 ─ 产业只有上帝
 十四章 ─ 老迦勒已经八十五岁了，

选择求上帝把那山给我，
八十五岁，我出我入仍然像四十几年前那么强壮，
但是上帝的应许还没有成就，
因此要让上帝的应许应验…
求主帮助我们当中年纪大的，上帝仍然用你的，
甚至说人生的上半场是为了下半场预备的。
任何人就像迦勒 样，
任何人就像迦勒一样
选择到老的时候不放弃上帝的应许。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 ‧喇合的选择

 二十章 ─ 约书亚选择顺服上帝设立逃城，给无心误杀人的人
 廿二章 ─ 流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选择在河东筑坛，

理由是子孙希望也可以敬拜上帝，
却忘了五经希望在河西。
付了代价 ─ 北国被亚述来掳了，
第一批被掳的就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你的选择自己付代价，人的代价是自己错误选择所付来的
 廿三、廿四章 ─ 约书亚选择在年纪老迈

招聚以色列人到上帝面前立约，
用自己的见证 ─ 我跟我家都要事奉上帝。
就像迦勒 ─ 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概念，
 他希望他的女儿被上帝用
 约书亚希望他的子孙被上帝用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喇合选择放弃祖宗的神、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一个人要被上帝用，亲人、家人、外邦女子会蒙恩
蒙恩；
；
你的选择会影响到你的亲人、家人，就像我自己
会
到
亲
家
像我自己…
…
从喇合作不一样的选择，帮助我们三件事 ─
1. 作另类选择的人有另类的眼光
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
并且你们怎样待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将他们尽行毁灭。
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耶和华 ─ 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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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神不是真正的神，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原来喇合有不 样的眼光，
原来喇合有不一样的眼光，
你要蒙恩，要有不一样的眼光 ─ 这个神是真的神！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中心主题 ‧不一样的选择‧喇合的选择

2. 作另类选择的人，会
会被不一样看待
被不 样看待
可能会有压力 ─ 耶利哥城的人派人要抓你，
来问，「那两个探子哪里去了？」
喇合说：「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门了。」
喇合说了白谎！
实际上这两个人藏在屋顶上。
不过圣经好像没有怪她，
就好像亚伯拉罕跟撒拉到埃及的时候，
怕法老王，因此说「这是我的妹子」，
力，要跟 家
因为有压力，要跟人家不一样的选择。
 耶稣的学生要跟从主，最后都是殉道的…
 但以理要敬拜上帝以外的神，要放在火窑、狮子坑里的
但以理要敬拜上帝以外的神 要放在火窑 狮子坑里的

作不一样选择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对待。

亲爱的主，帮助我们，

求

祷告

人生里面很多选择、很多十字路口，
人生里面很多选择、很多十字路
，
但帮助我们 ─
因为你是全能 圣洁 信实的神
因为你是全能、圣洁、信实的神，

选择来跟从你，
即使有不同别人的对待 压迫
即使有不同别人的对待、压迫，
但我们知道 ─
最后结果却有不一样的结果，
让喇合成为我们的榜样。
奉耶稣基督荣耀得胜的名祷告，阿们。

3. 作另类选择的人，得不一样的结果
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
「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誓，
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
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喇合与她的父母、弟兄，和她
所有的，并她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
六22-23

喇合因为听从上帝，有不一样的眼光、作不一样的选择，
结果不一样的结果
结果不
样的结果 ─
 不只是你、你的全家通通蒙恩
 你自己还进入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
你自 还进 马太福音第 章耶稣的家谱
作不一样选择的人喇合 ─ 是个妓女，
任何人懂得像喇合作不 样的选择的人，上帝就用他；
任何人懂得像喇合作不一样的选择的人，上帝就用他；
「主啊！我愿意作不一样选择的人，来跟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