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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民数记13,14章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34,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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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

聚光灯
“这时情形就改变了。撒但既用丧胆的思想使探子们

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
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

灰心，所以当他们一发表没有信心的意见时，百姓的希望

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

和勇气顿时就变成怯懦绝望了。他们的不信给会众播了一

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

个不祥之兆，上帝为选民所显示的那么多次的大能，他们

的居民……并且荫庇他们

竟都忘记了。百姓既没有事先考虑一下，也没有想一想，

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

上帝既引领他们一直到了这里，祂自然必将那地赐给他

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

们。”（《先祖与先知》第34章，第4段）

们。”（民14:8,9）

你

的 看法？

之地，这就是那地
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
壮，城邑也坚固宽大。’”
“迦 勒 在 摩 西 面 前 安 抚 百
姓 ， 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
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什么东西使你感到害怕？你同意以下观点吗?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我认为我是个勇敢的人。
我害怕许多事情。
我认为我能把恐惧感控制自如。
恐惧让我不敢做一些自己喜欢
的事情。
_____ 我害怕新的和不熟悉的情况。
_____ 信靠上帝可以在我感到害
怕时给我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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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走进
故事
“耶 和 华 晓 谕 摩
西说：‘你打发人去窥
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
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
要打发一个人，都要作首
领的。’”
“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
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
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
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
所住之处是好是歹？’”

在本周课程的故事中，以色列
人的探子面对真实的威胁而感
到害怕是正常的。但他们却不
必停留在这种恐惧中。害怕是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低
真实的，但上帝帮助我们胜过
恐惧的能力也是真实的。此外，
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
上帝已经应许，祂要使他们的仇
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
敌惊骇、扰乱，转背逃跑，上帝
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
要打发黄蜂把他们撵出去（出
23:27,28）
地的果子给他们看。
这并不是由于上帝残忍或没有慈爱。
又告诉摩西说：‘我
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们到了你所打发我
还在迦南人中间时，他
们已经认识上帝。当
们去的那地，果
以色列人在埃及作奴隶
然是流奶与蜜
时，上帝给了迦南人四
百多年时间来转离他们的
恶行并归向祂。但他们
最终还是拒绝了，上帝
只好把他们从这块当初应
许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土地
上除灭。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邻居
在身边是决不会安全的。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
‘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
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
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
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
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
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
“摩 西 、 亚 伦 就 俯 伏 在 以
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
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
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
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
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
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
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
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
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
我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
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民13:1,2,17-19,26-28,30,31；
14:1,2,5-9）

走出
故事
你认为摩西为什么要打发一个侦察队去
勘测迦南地

妙语连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
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
的右手扶持你。”（赛41:10）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
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
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申31:6）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
像狮子。”（箴28:1）

大部份的以色列探子对迦南地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害怕？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
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
（林前16:13）
“爱 里 没 有 惧 怕 ； 爱 既 完 全 ，
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
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
完全。”（约一4:18）

迦勒和约书亚对这片新土地的态度与侦察团其他成员有什
么不同？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
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
的心。”（提后1:7）

你认为迦勒和约书亚的反应为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

当你在生活中面对恐惧时，你是更像迦勒和约书亚，还是更像
其余的十个探子呢？

应对人生中令人感到恐慌的情况时，你认为这篇故事能让
你学到什么呢？

言锦囊

名

“勇气就是抵挡恐惧，主宰恐
惧，而不是没有恐惧。”——
马克．吐温，十九世纪美国
作家。
“最勇敢的人无疑就是那些能
看清他将要面对之事的，无论是
荣耀还是危险，总是勇往直前去面
对。”——修西德底斯，西元前五
世纪希腊历史学家。

“勇敢的人并非感觉不到恐惧，因为那是
愚蠢并荒谬的；勇敢的人能用自己高尚的心灵
征服恐惧。”——琼安娜･百丽，十八、十九世纪
苏格兰女诗人、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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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本周课程“你的看法？”部分问
了一些关于害怕的问题。当你回
答这些问题时，试想想自己人生
中所惧怕的。惧怕是让你裹足不
前，还是催你奋进？你如何应对
惧怕这个问题？

阅读本周课程“聚光灯”部分。
当我们允许惧怕和沮丧笼罩自己
时，那经常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上帝
的能力以及祂过去为我们所行的大
事。当时局艰难时，你过去的哪些
经验可以给你信心和鼓励呢？

问问你的家人和朋友，他们最害
怕什么。你在他们所害怕的事中
有没有看到什么共同之处呢？成
年人和青少年害怕的事情一样吗？
你最害怕什么？

如果你感觉自己过去生活中没有
经历过上帝的大能，去和那些对
上帝拥有坚强信心的人谈谈，成
年人也可，和自己同龄的人也行。
问问他们的信心和勇气从何而来。
这些经历在他们面临惊恐局面时
是如何帮助他们的？

完成下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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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当我感到害怕时，我认为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很有用。
如果我知道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我就绝对不会害怕了。
尽管我很害怕，但我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阅读十二个探子进迦南的故事（民
数记13,14章），思考课文中的
问题。你认为这个故事为什么记
载在圣经中？当你思考时，你认
为上帝想在这故事中对你传递什
么讯息呢？故事中的哪一部分对
你人生有特别的启发呢？

星期一
阅 读 本 周 课 程 存 心 节 （ 民 14：
8,9）。迦勒和约书亚面对其他
探子的恐惧情绪，鼓励以色列民
众，“如果上帝想让我们得这片
土地，那么上帝必为我们清除一
切障碍。”
想想自己人生中的恐惧情形呢。
迦勒和约书亚的这种态度对你有
何帮助呢？用自己的语言重写本
周存心节，使之切合自己的实际
情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三
本周课程“妙语连珠”部分提醒
我们，基督徒不必要为恐惧所吓
倒。在这些经文中选择一节你认
为最能给你鼓励和力量的。把这
节经文写在一张卡片或书签上，
用图画或贴纸装饰一下，放在一
个自己经常能看到的地方。用它
来提醒自己，虽然我们经常面临
困难的情况和挑战，但我们却充
满勇气，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永远
和我们同在！

星期四
以色列人所面临内的威胁是实实
在在的，那片土地上确实有大量
危险的仇敌。然而十个探子只看
到了障碍，而迦勒和约书亚却看
到了机会。他们并不否认迦南土
地上有强悍的敌人，但他们借着
信心的眼睛从不同的角度却看到
了光明的未来。
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令你感到害怕
的情形吗？如何使用信心改变自
己的角度呢？想想自己生活中一
个令你感到困扰的麻烦事。如果
你用“迦勒和约书亚”的角度来
看这问题，会得出什么不一样的
结论？而如果你对惧怕的看法改
变了，那么你的态度又有何变化
呢？将这种变化写在下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五
本周课程“名言锦囊”提醒我们，
害怕并没有错。面对危机、危险
的环境，害怕是一种正常且健康
的反应。但当我们的心灵因恐惧
而瘫痪无法做正确事情时才是问
题。勇气就是征服那种惧怕，尽
管我们害怕，但也要去做正确的
事情。
根据圣经，惧怕也有它的另一面。
有些惧怕是有益的。许多圣经章
节都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换
句话说，就是对祂的权能有畏惧
和尊重的心，例：见诗篇111:10
和启示录14:7）。同时，我们也
应该惧怕罪的结果（见路12:4,5
和箴言14:7）。有时候，一种健
康的惧怕能够保守我们不去做那
些冒险、危险、自我毁灭的事情。
想想惧怕能在你的生活中扮演哪
些积极的角色。你如何将这种保
守你远离危险的惧怕与那种抑制
你履行自己应尽之责的惧怕区分
开呢？祈求上帝引导，在你处理
生活中有关惧怕的问题时，赐你
智慧和明辨的心。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34,36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按
照这个计划，你一年之内至少可以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