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使我們安靜

書23:1a



書23:1a

• 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安靜，不與四
圍的一切仇敵爭戰，已經多日。



• 從分完地到約書亞知道自己離世歸主的日
子近了的這段時間，具體有多長，期間經
歷了什麼，聖經只用半節經文，一句話來
描述：

–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安靜，不與四圍的一
切仇敵爭戰，已經多日。

• 如果，我們需要對某段時間做一個總結，
我想，我最想要的也是這一句。



• “安靜”有時指

–心靈層面的：

–性格層面的：

–環境層面的：

• 這節經文的“安靜”是指哪個層面的呢？

處事不驚、沉穩、遇事不慌

性格內向、文靜、沉默寡言

鴉雀無聲、寂静、万赖俱寂



一．字的分析

1. 各種譯本的翻譯
• 平靜: 

• 太平：

• 平安：

• Rest：

• Secure：

新譯本、思高本

呂振中

現代譯本、當代譯本

大部分的英文聖經

新英文譯本（NET）



一．字的分析

2. 聖經的用法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
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
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出 20:11 

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
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
可以舒暢。出 23:12 



一．字的分析

2. 聖經的用法

耶和華說 ：我必親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
安息 。出 33:14 

管教你的兒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
你心裡喜樂。箴 29:17 



一．字的分析

2. 聖經的用法

你們要追念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 所吩咐 你
們的話說：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得享
平安 ，也必將這地賜給你們。書1:13 

現在耶和華─我的神使我平安，四圍沒有
仇敵，沒有災禍。王上 5:4 



一．字的分析

2. 聖經的用法

等到你們弟兄在約但河那邊 ，也得耶和
華─你們神所賜 給他們的地，又使他們
得享平安，與你們一樣，你們纔可以回
到我所賜給你們為業之地。申 3:20 



一．字的分析

2. 聖經的用法

耶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 起誓所應許的一切
話，使他們四境 平安 ；他們一切仇敵中，
沒有一人在他們面前站立 得住。耶和華把
一切仇敵都交在他們手中。書21:44 



一．字的分析

2. 聖經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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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22:4 



一．字的分析

3. 直接上下文

•上文：以色列人得著應許之地

•下文：

– 不與四圍的一切仇敵爭戰

– 約書亞立遺囑



一．字的分析

3. 直接上下文

– 以色列人得地之後，神使他們休養
生息、平安度日一段時間

– 獲得安靜的方式是“不與四圍的一切
仇敵爭戰”



一．字的分析

• 從這些分析我們了解到“安靜”的基本
意思是，安息、平安、平靜及太平

• 所以，在這段時間里，以色列“國中太
平、沒有爭戰了”（書11:23）



二．“安靜”的狀態

– “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是“安
靜”的外在結果

– 而安靜的內涵是什麼？

– “不與四圍的一切仇敵爭戰”

• 是以色列人不與敵人戰爭

• 還是，敵人不與以色列人爭戰



二．“安靜”的狀態

–以色列人能夠安靜是因為，“不與四
圍的一切敵人爭戰”

•“不與”說明兩個要素：

第一，自己不主動爭戰、討伐

第二，敵人不會來進犯、爭伐



二．“安靜”的狀態

1. 內在的“安靜”

• 以色列人處在敵人的包圍中，聖經說，
神使他們安靜：內心有平安

• 相信神會幫助他們使敵人不敢進犯

• 這是對“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羅 8:31）”最好的詮釋



二．“安靜”的狀態

2. 環境的“安靜”

• 從歷史的記載來看，在這段時間，
四圍的敵人，確實沒有來犯，以
色列人確實是““國中太平、沒
有爭戰了”



二．“安靜”的狀態

3. 真實的“安靜”

• 內心的安靜才是真正的安靜

• 沒有安全感的人，即使環境太平，
他的內心還是無法安靜

• 內心安靜的人，即使敵人四圍環
繞，或身處險境，還是能夠安靜



二．“安靜”的狀態

3. 真實的“安靜”

• 這樣的安靜是出人意外的

• 這是對神有信心的體現

• 這是神所賜予的信心

• 所以聖經說，神使以色列人安靜



二．“安靜”的狀態

3. 真實的“安靜”

• 這正是腓4:7a所說， “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



三．如何獲得“安靜”

1. 重建與神的關係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
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腓 4:6

• 約翰衛斯理的改變

• 效法他，像他效法基督的人就
成為現在的循道宗/衛理公會



三．如何獲得“安靜”

2. 重新認識神的幫助

• 亞蘭王派兵圍困以色列

神人（以利沙）的僕人清早起來出去，看
見車馬軍兵圍困了城。僕人對神人說：哀
哉！我主啊，我們怎樣行纔好呢？（王下
6這種：15）



三．如何獲得“安靜”

2. 重新認識神的幫助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
們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禱告說：耶和華啊，
求你開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見。耶
和華開他的眼目，他就看見滿山有火車火
馬圍繞以利沙。（王下 6:16-17）



三．如何獲得“安靜”

2. 重新認識神的幫助

• 許多時候，我們就像以利沙的僕人
那樣，已經處在神的保護中卻感受
不到，就驚慌失措、怨天尤人，就
無法獲得安靜



三．如何獲得“安靜”

2. 重新認識神的幫助

羅 8:31 b說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
呢？

接著在35節提醒到，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
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
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
險麼？是刀劍麼？



三．如何獲得“安靜”

2. 重新認識神的幫助

• 這提醒我們，有神的幫助並不意味著，
我們不會遇到患難、困苦、逼迫、飢餓、
赤身露體、危險、刀劍等等。

• 而是即使在這些逆境中，神還是在保守、
保護我們，賜給我們平安



總結

• 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們經過曠野的漂流
及征服應許之地大大小小的爭戰，神使他
們安靜

• 他們對神有信心，即使仇敵四圍環繞，依
然能夠安靜他們的心

• 神也特別保守他們，使四圍的敵人不敢進
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



• 和合本聖經將此譯為“安靜”，很好的表
達了這個意境。

• 事實上，真正的安靜是心靈里的安靜，

• 就像以利沙，即使身處亞蘭軍隊的包圍中，
他的也是內心安靜的

• 就像那位莫拉维亚兄弟會的基督徒，即使
在驚濤駭浪中內心也能安靜



• 許多時候我們不能安靜，不是因為神沒有
保守我們，沒有給我們安靜的環境

• 而是，我們就像以利沙的僕人，雖然處在
神的保護之中，仍然渾然不覺，驚慌失措

• 就像當日的約翰衛斯理及船上的那些人一
樣，被周圍的環境影響了，就無法安靜

• 為何我們的心靈無法安靜呢？



• 這是我們與神的關係出現問題，這是我們
的靈命不夠成熟，這是我們對神的信心不
足，使得我們被環境、被人所左右，導致
我們無法安靜，無法感受到來自神所賜的
平安。

• 心靈安靜的人，即使經過死陰的幽谷，也
不感到害怕，因為相信神與他同在，能夠
體會到神的保守和安慰（詩23:4）



• 相信神所讓他經歷的，是他所能夠承受的，
相信在他難以承受時，神會為他開一條出
路，讓他能夠承受得住。（林前10:13）

• 相信即使遇到患難、困苦、逼迫、飢餓、
赤身露體、危險、刀劍，也都有神愛，也
能夠體會到神的愛（羅：35）



• 我們應該像約翰衛斯理那樣，看到摩拉維
亞兄弟會的基督徒那樣處在驚濤駭浪中，
還能夠安靜，就追隨他們，操練與神建立
更美好的關係，生命被更新，對神滿有信
心，活出基督的樣式

• 在任何的環境、任何的事上循規蹈矩，讓
人“看見”我們對神的信心，成為別人效
法基督的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