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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求地事件两个求地事件
一个是求应许之地
另一个是求应许之地地以外的地以外的地另一个是求应许之地地以外的地以外的地
请求都被答应了，结局完全不同。结局完全不同。

二十二到二十四章 ─
巴兰被摩押王巴勒聘，请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

但是上帝把他咒诅的话化成了祝福的话。

二十五章 ─ 巴兰并不甘心，后来才有巴力毘珥事件，

结果上帝降瘟疫刑罚以色列百姓，

那一次死的有两万四千个人。

二十六章 ─ 第二次在旷野数算以色列的百姓，

人数跟第一次差不多 ─ 六十万人，

各支派之间互有增长。

两个求地事件两个求地事件
二十七章有两件事情 ─

西罗非哈的女儿求地西罗非哈的女儿求地

上帝跟摩西讲 ─你就要死了，要拣选另外一个人，

代替你成为新的领袖 上帝就拣选了约书亚代替你成为新的领袖…，上帝就拣选了约书亚
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主题 ─

束旷野生涯结束、要进入应许之地了。

谁能够进去呢？谁
回应十三、十四章，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的回报，

十个小信的探子说：「我们不能进去，十个小信的探子说 我 不能进去，

我们的妇女、儿童他们都会死在这些人的手下！」

上帝就讲 ─ 你们这些人不信我，要倒毙在旷野，上帝就讲  你们这些人不信我，要倒毙在旷野，

你们所讲妇女、儿童，要真正进入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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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在巴力毘珥事件之后，摩西受命数点百姓，

作为预备争战、分配地业的基础。

廿七1 属约瑟的儿子玛拿西的各族，有…西罗非哈的女儿，
名叫玛拉 挪阿 曷拉 密迦 得撒名叫玛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

圣经里记载家谱的时候，

都是记载男孩子的名字，

很少记载女孩子。

她们来向摩西求 ─
「我们的父亲西罗非哈在旷野里死了 他没有儿子「我们的父亲西罗非哈在旷野里死了，他没有儿子，

当分配地业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就没有产业了呢？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就没有产业了呢？

我们的父亲就没有人来记念他的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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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章 ─ 摩西来到上帝面前求问，上帝就说 ─
「她们讲的事情合情合理，

女儿们可以继承父亲应该得的产业。」

三十六章 ─ 她们的族人担心一件事情三十六章 ─ 她们的族人担心 件事情…
将来这五个女儿出嫁了、嫁给别的支派，

土地随着她们陪嫁过去 我们支派土地不就减少了吗？土地随着她们陪嫁过去，我们支派土地不就减少了吗？

摩西在上帝面前求问，

耶和华就同意说：「这五个女孩可以结婚耶和华就同意说：「这五个女孩可以结婚，

但只可以嫁在她们同一个支派的人，

这样就保存这个地业仍在这个支派里的完整性 」这样就保存这个地业仍在这个支派里的完整性。」

有关求地的事，有两个族群 ─ 西罗非哈的女儿，

族里其他的叔叔伯伯，他们求，要保存这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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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教会事奉的时候，难免心里受伤，

因为看到 ─因为看到

原来教会也会有冲突，显示出人性的阴暗面，

处理得不好 有些人就受伤、离开教会处理得不好，有些人就受伤、离开教会…

我们把一些属灵的原则，有一些的分享。

1. 认识冲突的原因、作建设性的管理
能避免冲突当然很好能避免冲突当然很好，

能防范于未然 固然很好，

可是要晓得可是要晓得 ─
任何组织，包括教会，

都可能会发生冲突都可能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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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冲突常是因为情况改变而发生

 以色列人在埃及 在旷野行走四十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在旷野行走四十年，

没有自己的地，不需要为地产生冲突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 突然就变成很现实的事情

3. 冲突常因为要争夺有限的资源

 准备进入应许之地了，突然就变成很现实的事情

这个地方就是土地，不仅在表面上的冲突，

背后还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西罗非哈的女儿看到她们的权益是不是会受到损害

 族人也看到，将来女孩子嫁给别的支派，

是不是我们的土地、产业就减少呢？

这些都是潜在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

都要先做一些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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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处理冲突的时候，要先厘清事实
西罗非哈的女儿就先陈述事实，

可拉党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旧的伤痕仍在

廿七3 我们的父亲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

可拉党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旧的伤痕仍在。

西罗非哈不是在这样的事情里面，

跟第 代的以色列人 样 帝他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受到上帝的刑罚

他们的后代、妇女、儿童，

上帝应许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

现在她们说 ─ 就是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产业

可是可是以色列人的惯例，

没有父亲死了、没有儿子，产业给女儿的，没有父亲死了、没有儿子，产业给女儿的，

所以她们来争取她们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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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生冲突其实会激发人的潜力、开发新的创意
西罗非哈的女儿说 ─西罗非哈的女儿说

她们的父亲死了没有儿子，是不是就没有产业呢？

她们提出建议，即使以色列人以前没有前例，她们提出建议，即使以色列人以前没有前例，

能不能从我们开始，产生新的先例，变成一个通则。

西罗非哈的族人也表达另外一个忧虑 ─
摩西答应土地给西罗非哈的女儿，

但是如果这些女孩子将来嫁给别的支派的人，

土地随着她们陪嫁过去，

那我们支派的土地不是减少了吗？

这个事情也可以变成一个判例，

以后大家可以继续来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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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解冲突的时候，

 要基于利害来考量 而不是基于立场 要基于利害来考量，而不是基于立场

 更应该对事不对人，集中在问题上面

廿七4 为甚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西罗非哈的女儿所关切的 ─ 不只是地，

廿七4 为甚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
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

如果有人对一些事情耿耿于怀、必欲得之而后快，

这就是一个利害的考量；；

把事情集中在这利害的考量，是合情合理的方法

从满足彼此的利害角度来切入，才能够真正的化解冲突从满足彼此的利害角度来切入，才能够真 解冲突

有话就明说，不要去搞暗地里的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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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化解冲突最重要就是建立制度，

可能过去制度没有顾虑到这一点，

现在变成SOP ─标准流程，大家遵照来行。

摩西把问题带到耶和华面前来求问摩西把问题带到耶和华面前来求问，

耶和华指示不仅是解决个案，在以色列中变成了通例。

这案例最重要原则 保持各支派 宗族家庭土地的完整这案例最重要原则 ─保持各支派、宗族家庭土地的完整，

不能够容许它永久的被移转出去。

土地是属于神的 按照他的心意分配给各支派 土地是属于神的，按照他的心意分配给各支派

 不是他们当得的，是上帝委托他们来管理的

利未记二十五章 禧年的规定也是同样的精神 ─
地业不可以永卖、当按神的分配来行。

摩西按这样的原则，分配地业给西罗非哈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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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化解冲突应当按照属灵的原则，

不仅是运用世界的智慧、参考一般的方法，不仅是运用世界的智慧、参考 般的方法，

更要明白，到底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

「父死无子 女儿可不可以得产业？」「父死无子、女儿可不可以得产业？」

耶和华说 Yes ，就这样来遵行。

今天在教会里，碰到有冲突的事情，
重要的还是求问上帝的原则是如何重要的还是求问上帝的原则是如何，

走属灵的路、不要走属血气的路。

即使自己有理即使自己有理，

仍要合情、合理、合法；

最重要的 就是合乎神做事的法则最重要的，就是合乎神做事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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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罗非哈的女儿求地 ─ 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有勇气 有见识 有信心 几个人非常同心有勇气、有见识、有信心，几个人非常同心
有理性，没有用情绪化的方式来处理

循正常的管道 求问上帝来处理这个事情循正常的管道，求问上帝来处理这个事情

陈情述理、争取权益，得到她们所想要的，

更为后来要争取权益的人 立下非常好的典范更为后来要争取权益的人，立下非常好的典范

西罗非哈的族人西罗非哈的族人面对潜在利益冲突，

在所忧虑的事情还没有真实发生以前，

提出商讨、理性规范，

足作为我们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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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三十二章 ─ 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的前夕，
流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来跟摩西说 ─ 我们不去了！

虽然他们明明晓得上帝所应许以色列人的

是在约旦河的西边、不是在约旦河的东边，

可是他们自己做了选择...
「我们要这个地方安家乐业。」

摩西立刻回想到在四十年前
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你们这些人自私、没有遵从上帝的吩咐、

破坏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团结，破坏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团结，

神的心意是要十二个支派通通进入应许之地，

你们却说你们不要进去，这是违反神的心意！你们却说你们不要进去，这是违反神的 意！

摩西非常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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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二16-19 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
「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垒圈，为妇人孩子造城。

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

我们不回家 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

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摩西不满意、不过觉得可以接受，

两个半支派也就信守承诺…
约书亚记二十二章 ─ 「证坛事件」。

这是一个妥协、解决冲突的一个案例，

双方虽然不满意、还可以接受

而且都按照约定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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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冲突是层出不穷的，特别是在组织变动的阶段
以色列人马上就要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又将离世，领导重任要交给约书亚跟祭司以利亚撒，

外面有环境的挑战，里面有领袖更替、人事变迁，

造成人心浮动，在在都容易产生冲突。

2 冲突常因为价值信念不同而产生2. 冲突常因为价值信念不同而产生
每一个组织都有主要目标，

部分人想要改变、偏离原本的目标，部分人想要改变、偏离原本的目标，

就会造成冲突、猜忌、破坏合一。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走在旷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走在旷野，

唯一的目的就是前往应许之地，

现在竟然有两个半支派说「我们不去了」现在竟然有两个半支派说「我们不去了」，

他当然会感到很大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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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冲突会引发新仇旧恨

卅二8 我先前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 他们也是这样行

他们败坏百姓们的信心，惹上帝发怒带来刑罚，

卅二8 我先前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

害那一整个世代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现在终于来到应许之地大门口了，怎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4. 冲突把人里面真正的本相显露出来

这两个半支派原本跟以色列人一起走旷野的道路，

到了旷野的尽头，他们有自己新的想法，

 摩西就责备他们自私、不顾大体摩 责备 自私、不顾 体

 拉比的文献也责备这两个半支派，

他们整个的思考是单单为了自己，他们整个的思考是单单为了自己，

为了经济的考量，却没有遵从上帝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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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解决冲突要直接沟通 ─ 冲突的双方难免尴尬，
找第三人传话、隔空喊话，都无济于事，只更加复杂。

最好的还是直接沟通，就明了讲 ─
 到底你想什么、我的感觉是如何？

 表达的时候，就是用我的叙述…，让对方可以了解

 不要用指责 ─你怎么样 反而让事情更加的不好 不要用指责 你怎么样…，反而让事情更加的不好

6. 解决冲突要真心诚意 ─ 冲突难免带来负面情绪，

许多人害怕第二次的伤害，就拒绝沟通。

如果不在乎彼此的关系，或只想打败对方成为胜利者，

和解之门是很难开启的。

需要双方真心诚意的来解决问题、运用沟通的技巧，

事情才有可能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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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冲突的双方需要妥协
摩西责备、担心，摩西责备、担心，

流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

就提出折衷的方案就提出折衷的方案，

摩西作了妥协 ─ 「好吧，就这样去做。」

8. 彼此间的协定要认真执行
摩 跟 个半支派谈妥条件摩西跟两个半支派谈妥条件、

他自己即将离世了，

就清楚说明这个协定的内容，

 两个半支派跟其他支派一起过约旦河

 两个半支派后来果然遵守协定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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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来看，这一次的冲突似乎得到圆满的解决…

代上五26 以色列的神激动
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革拉毗尼色的心，

他们就把流便人 迦得人 玛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们就把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

掳到哈腊、哈博、哈拉与歌散河边，

直 今 那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看到上帝对这件事情并不满意！看到上帝对这件事情并不满意！

人以为可以接受的事情，

最终还是要问 ─

到底上帝是不是接受、

是不是能够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