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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神賜福的應許
在我們⽣命中完全應驗的秘訣

认识神做事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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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承受美地
第十課 -約書亞記 16-19章

本章主題 經⽂ 神做事的法則

約旦河西地業分配 約瑟長子名分的產業

- 分給以法蓮支派和瑪拿西半支派的土地

- 約瑟子孫要求多得土地

16-17章

神主導我們的地界和產業

對產業不滿意的解決之道其餘七個支派所得之地 約書亞分得的產業

- 餘地分配給其餘的七個支派

- 最後分配給約書亞的土地

18-19章



神主導我們的地界和產業 –神的心意
• 建立與神的關係–立約與 尋求神

創世記17:4「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6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
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7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
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 8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
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 領受豐盛的屬靈產業–國度, 生命, 神的話, 兒女
詩篇16:5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申命記: 4 摩西將律法傳給我們，作為雅各會眾的產業。

• 擴大我們的疆界, 去得地為業–起來, 剛強壯膽, 經歷神的大能
歷代志上4: 10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
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神主導我們的地界和產業
!"#$%&'

26祂從一本(本：有古卷是血脈)造出萬族的人，住
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27要叫他們尋求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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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
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 19就
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 20赫人、比利洗
人、利乏音人、 21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



神主導我們的地界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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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所羅門統管諸國，從大河到非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邊界。所羅門在世的日子，這
些國都進貢服事他。



神主導我們的地界和產業

創世記17:4「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6我
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8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
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
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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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53「你要按着人名的數
目將地分給這些人為業。 54人多的，你要把產
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你要把產業少分給他們；
要照被數的人數，把產業分給各人。 55雖是這
樣，還要拈鬮分地。他們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
字承受為業。 56要按着所拈的鬮，看人數多，
人數少，把產業分給他們。」



支派 得應許之地產業的回應與態度

猶大

書14: 11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
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 12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裏有亞衲族人，
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
去。」

書15: 63至於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猶大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

以法蓮

書16: 10他們沒有趕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卻住在以法蓮人中間，成為做苦工的僕
人，直到今日。

書17: 16約瑟的子孫說：「那山地容不下我們，並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屬
伯‧善的鎮市，並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鐵車。」

瑪拿西

西羅非哈的女兒.書17: 4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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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伯叔中，把產業分給她們。5除了約旦河東的基列和巴珊地之外，還有十分地歸瑪
拿西，

12只是瑪拿西子孫不能趕出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 13及至以色列人強
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沒有把他們全然趕出。

其餘七支派
書18: 3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躭延不去
得，要到幾時呢？



約瑟支派對分地的不滿
• 書17: 14 約瑟的子孫對約書亞說：「耶和華到如今既然賜福

與我們，我們也族大人多，你為甚麼僅將一鬮一段之地分給我

們為業呢？」 15約書亞說：「你們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蓮

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之地，在樹林中砍伐

樹木。」 16約瑟的子孫說：「那山地容不下我們，並且住平

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屬伯‧善的鎮市，並住耶斯列平原

的人，都有鐵車。」 17約書亞對約瑟家，就是以法蓮和瑪拿

西人，說：「你是族大人多，並且強盛，不可僅有一鬮之

地， 18山地也要歸你，雖是樹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

必歸你。迦南人雖有鐵車，雖是強盛，你也能把他們趕出去。」



約瑟支派對分地的不滿
支派 第一次數點 第二次數點 人口比例

流便 46,500 43,730 7%
迦得 45,650 40,500 7%
猶大 74,600 76,500 13%
以法蓮 40,500 32,500 5%
瑪拿西 32,200 52,700 9%
便雅憫 35,400 45,600 8%
西緬 59,300 22,200 4%
西布倫 57,400 60,500 10%
以薩迦 54,400 64,300 11%
亞設 41,500 53,400 9%
拿弗他利 53,400 45,400 8%
但 62,700 64,400 11%

603,550 601,730

申命記33
13論約瑟說：願他的地蒙耶和華賜福，得天上的寶物、
甘露，以及地裏所藏的泉水；14得太陽所曬熟的美果，
月亮所養成的寶物；15得上古之山的至寶，永世之嶺
的寶物；16得地和其中所充滿的寶物，並住荊棘中上
主的喜悅。願這些福都歸於約瑟的頭上，歸於那與弟
兄迥別之人的頂上。17他為牛羣中頭生的，有威嚴；
他的角是野牛的角，用以牴觸萬邦，直到地極。這角
是以法蓮的萬萬，瑪拿西的千千。

7為猶大祝福說：求耶和華俯聽猶大的聲音，引導他歸
於本族；他曾用手為自己爭戰，你必幫助他攻擊敵人。



從各支派來看我們靈性的軟弱

•順著肉體,情慾
–貪圖安逸,喜愛屬事的利益
•沒有完全順服神的話
-與老自己跟罪妥協,沒有積極的去處理
-耽延不去行

•害怕,沒有專心倚靠神
–定睛在強大的仇敵(環境,缺乏),不是定睛在神身上

•求自己的理想,抱負,用人的方法



得著神豐盛的產業
•屬靈的眼光 - 認出神的產業
求神加添渴慕神, 常常親近神, 領受神的心意

•愛慕, 相信神的話 - 認識神的作為
信實的人神以信實待他，那是需要在每一件事上對神守信，誠誠
實實的順服神，尊祂為王。(神做事的法則十一)

倚靠神, 持守神的話在屬靈的爭戰上得勝

•求神幫助我們有清潔的心, 遠離試探 - 到神面前悔改, 得潔淨



討論問題
Q1.對比猶大支派(14, 15章), 與約瑟支派(16, 17章), 以及剩餘的七個支派(18章), 
對於去得地為業的回應與態度, 影響到他們能否全然得到神量給他們的地界.  
他們屬靈生命的差別在哪裡?  有哪些事會影響基督徒無法完全得著神豐盛的
產業?

Q2. 在17章中, 約瑟的子孫人多, 抱怨所得之地不夠大.  他們所要的產業祝福, 在
人來看合理嗎？是合神的心意嗎?  我們平時所求所想的祝福, 在哪些方面是要
學習倚靠神得著的? 哪些方面是神給我們的功課, 我們需要努力與付代價的? (
參考神做事的法則一)

Q3.無論是在教會裡, 或是你服事的禾場(包括工作與家庭). 你有看出或領受哪
些是神要給你的產業嗎？你是如何留意聽從神, 可以認出這些產業? 如何預備
自己來得這產業呢?



Back up



西緬支派
書19: 8並有這些城邑四圍一切的村莊，直到巴拉‧比珥，就是南地的拉瑪。這是西緬支派按
着宗族所得的地業。 9西緬人的地業是從猶大人地業中得來的；因為猶大人的分過多，所以
西緬人在他們的地業中得了地業。

民數記25:
1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女子行起淫亂。5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屬你
們的人，有與巴力‧毗珥連合的，你們各人要把他們殺了。」押6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
幕門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色列中的一個人，當他們眼前，帶着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
那裏去。 7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起來，手裏拿着槍， 8
跟隨那以色列人進亭子裏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這樣，在以色列人中瘟疫
就止息了。 9那時遭瘟疫死的，有二萬四千人。 14那與米甸女人一同被殺的以色列人，名叫
心利，是撒路的兒子，是西緬一個宗族的首領。

創49: 5 西緬和利未是弟兄；他們的刀劍是殘忍的器具。6我的靈啊，不要與他們同謀；我的
心哪，不要與他們聯絡；因為他們趁怒殺害人命，任意砍斷牛腿大筋。7他們的怒氣暴烈可咒；
他們的忿恨殘忍可詛。我要使他們分居在雅各家裏，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攔阻
•害怕,輕看自己 -鐵車

•沒有謹守神的話 –除滅迦南人

•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