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未知

1、對神的跟隨是在關係中的跟隨

2、對神的跟隨是在愛中的跟隨

3、對神的跟隨是時刻的跟隨











生命中的亞衲族人

民數記13:17-33



經文結構：

1、摩西派出探子（17-20節）

2、探子偵察應許之地（21-24節）

3、探子的匯報（25-29節）

4、探子對偵察結果的評論（30-33節）



類別 摩西的指令

關於那地 看那地如何（18 節）

所住之地是好是歹（19 節）

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20 節）

關於那民 其中所住的民是強是弱（18 節）

所住之處是營盤是堅城（19節）



他們上去窺探那地，從尋的曠野到利
合，直到哈馬口。 他們從南地上去，
到了希伯侖;在那裡有亞衲族人亞希幔、
示篩、撻買。 （原來希伯侖城被建造
比埃及的鎖安城早七年。）他們到了
以實各谷，從那裡砍了葡萄樹的一枝，
上頭有一掛葡萄，兩個人用杠抬著，
又帶了些石榴和無花果來。 （因為以
色列人從那裡砍來的那掛葡萄，所以
那地方叫做以實各谷。）
（民13：21-24）



類別 摩西的指令 探子的匯報

關於那地 看那地如何（18 節） 果然是流奶與蜜之地（27節）

所住之地是好是歹（19 節）

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20 節）

關於那民 其中所住的民是強是弱（18 節）住那地的民強壯（28節）

所住之處是營盤是堅城（19節） 城邑也堅固寬大（28節）

附加信息
民族分佈

在那裡看見了亞衲族的人
（28節）

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
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
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旦河旁
（29節）



反應

迦勒和約書亞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
勝。（13:30）

沙母亞等10個探子 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
我們強壯。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
吞吃居民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
人民都身量高大。我們在那裡看見亞
衲族人，就是偉人;他們是偉人的後裔。
據我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樣;據他們
看，我們也是如此。（13:31-33）



反應 神的評論

迦勒和約書
亞

“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
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
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
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
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
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 有耶和華
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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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

以色列眾人 “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或是
死在這曠野。耶和華為什麼把我們
領到那地，使我們倒在刀下呢？
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 我
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 ”眾人彼
此說：“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
及去吧！ ”（14:2-4）

這些人雖看見我的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
野所行的神蹟，仍然試探我這十次，不
聽從我的話，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
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 凡藐視我的，
一個也不得看見;（14:22-23）



反應 結局

迦勒和約書亞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
（13:30）

其中惟有嫩的兒子
約書亞和耶孚尼的
兒子迦勒仍然存活。
（14:38）

沙母亞等10個
探子

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
強壯。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
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
大。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
;他們是偉人的後裔。 據我們看，自己就
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13:31-33）

這些報惡信的人都
遭瘟疫，死在耶和
華面前。（14:37）



問題：沙母亞等10個探子VS迦勒和約書亞2個探子

1、沙母亞等10個探子在害怕什麼？為什麼迦勒和

約書亞卻沒有害怕？



• 【出3：7-8】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

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

地。

• 【出3：17】我也說：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往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

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 』

• 【出13：5】將來耶和華領你進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

祖宗起誓應許給你那流奶與蜜之地，那時你要在這月間守這禮。

【民13:27】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
地的果子。



• 【出3：7-8】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

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

地。

• 【出3：17】我也說：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往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

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 』

• 【出13：5】將來耶和華領你進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

祖宗起誓應許給你那流奶與蜜之地，那時你要在這月間守這禮。

• 【出33：2】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

• 【出17：14-16】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

作紀念，又念給約書亞聽。 ”摩西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又說："耶和華已經起了誓，

必世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

• 【民13：28-29】然而住那地的民強壯，城邑也堅固寬大，並且我們在那裡看見了 。

亞瑪力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亞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邊並約旦河旁。 ”

亞衲族的人



問題：沙母亞等10個探子VS迦勒和約書亞2個探子

1、沙母亞等10個探子在害怕什麼？為什麼迦勒和

約書亞卻沒有害怕？

沙母亞等10個探子片面拘泥在神的話，沒有領會

到神的應許的精髓。迦勒和約書亞越過了神的話

的表面意思，看見了神的應許的精髓。



反應 結局

迦勒和約書亞 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們足能得勝。
（13:30）

其中惟有嫩的兒子
約書亞和耶孚尼的
兒子迦勒仍然存活。
（14:38）

沙母亞等10個
探子

我們不能上去攻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
強壯。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吞吃居民
之地，我們在那裡所看見的人民都身量高
大。我們在那裡看見亞衲族人，就是偉人
;他們是偉人的後裔。 據我們看，自己就
如蚱蜢一樣;據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13:31-33）

這些報惡信的人都
遭瘟疫，死在耶和
華面前。（14:37）



問題：沙母亞等10個探子VS迦勒和約書亞2個探子

2、亞衲族人是否真的如同沙母亞等人所說的不可

戰勝？

當時約書亞來到，將住山地、希伯侖、底璧、亞

拿伯、猶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亞衲族人剪

除了。 約書亞將他們和他們的城邑盡都毀滅。

在以色列人的地沒有留下一個亞衲族人，只在迦

薩、迦特，和亞實突有留下的。 （書11：21-22）



沙母亞等10個探子VS迦勒約書亞2個探子

對我們的啟示：我們生命中的亞衲族人

指導原則：不要慌亂

應對方法：

1、個人屬靈操練層面：讚美的禱告

2、群體協助層面：來自屬靈夥伴的幫助和鼓勵



問題：迦勒和約書亞2個探子VS以色列眾人

當眾人面對沙母亞等10個探子和迦勒約書亞2個探

子截然不同的意見的時候，究竟選擇聽哪個方面

的？



摩西就照耶和華的吩咐從巴蘭的曠野打發他們去;他們都是以

色列人的族長。 他們的名字：屬呂便支派的有撒刻的兒子沙

母亞。 屬西緬支派的有何利的兒子沙法。 屬猶大支派的有耶

孚尼的兒子迦勒。 屬以薩迦支派的有約色的兒子以迦。 屬以

法蓮支派的有嫩的兒子何希阿。 屬便雅憫支派的有拉孚的兒

子帕提。 屬西布倫支派的有梭底的兒子迦疊。 約瑟的子孫，

屬瑪拿西支派的有穌西的兒子迦底。 屬但支派的有基瑪利的

兒子亞米利。 屬亞設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兒子西帖。 屬拿弗他

利支派的有縛西的兒子拿比。 屬迦得支派的有瑪基的兒子臼

利。 這就是摩西所打發、窺探那地之人的名字。 摩西就稱嫩

的兒子何希阿為約書亞。 （民13：3-16）



1. 屬呂便支派的有撒刻的兒子沙母亞。

2. 屬西緬支派的有何利的兒子沙法。

3. 屬以薩迦支派的有約色的兒子以迦。

4. 屬便雅憫支派的有拉孚的兒子帕提。

5. 屬西布倫支派的有梭底的兒子迦疊。

6. 約瑟的子孫，屬瑪拿西支派的有穌

西的兒子迦底。

7. 屬但支派的有基瑪利的兒子亞米利。

8. 屬亞設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兒子西帖。

9. 屬拿弗他利支派的有縛西的兒子拿

比。

10.屬迦得支派的有瑪基的兒子臼利。

1. 屬猶大支派的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

2. 屬以法蓮支派的有嫩的兒子何希阿。

摩西就稱嫩的兒子何希阿為約書亞。

VS



問題：迦勒和約書亞2個探子VS以色列眾人

當眾人面對沙母亞等10個探子和迦勒約書亞2個探

子截然不同的意見的時候，究竟選擇聽哪個方面

的？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

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

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 他回答說："不是的，我

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

"我主有什麼話吩咐僕人。 "（書5：13-14）



迦勒約書亞2個探子VS以色列眾人

對我們的啟示：我們生命中的亞衲族人

指導原則：清心

【太5：8】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得見

神。



迦勒約書亞2個探子VS以色列眾人

對我們的啟示：我們生命中的亞衲族人

指導原則：清心

應對方法：不僅在光明中看見神，也在黑暗中看

見神

1、個人屬靈操練層面：讚美的禱告

2、群體協助層面：來自屬靈夥伴的幫助和鼓勵



生命中的亞衲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