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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Of Caleb/迦勒的信心 
Joshua 14, 15 

 
 
I. An inspiring faith/一個有啟發性的信心. 
迦勒的信心是一個有啟發性的信心. 就是在人家還沒有想到, 還沒有察覺到的時候, 他就從

神的手中, 從神的話語中得到的信心. 所以可以 inspire 別人.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在約旦河西岸, 約書亞把地分給以色列的 9 個半支派的時候, 首
先提到迦勒的要求分地, 也提到迦勒如何向約書亞要求一塊最艱難的土地, 如何憑信心取得

了這塊土地.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性的行動. 也因此, 聖經把迦勒的故事放在約旦河西岸

9 個半支派的分地的故事之前. 就是要讓九個半支派看到, 是像迦勒一樣的信心, 讓我們可

以得的為業. 
 

6 那時，猶大人來到吉甲見約書亞，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對約書亞

說：耶和華在加低斯巴尼亞指著我與你對  神人摩西所說的話，你都知道

了。7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我窺探這地，那時我正四十

歲；我按著心意回報他。8 然而，同我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

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 (書 14:6-8) 
6Now the men of Judah approached Joshua at Gilgal, and Caleb son of 
Jephunneh the Kenizzite said to him, "You know what the LORD said to Moses 
the man of God at Kadesh Barnea about you and me. 7I was forty years old 
when Moses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sent me from Kadesh Barnea to explore 
the land. And I brought him back a report according to my convictions, 8but my 
brothers who went up with me made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melt with fear. I, 
however, followed the LORD my God wholeheartedly. (Josh 14:6‐8) 

 
40 年前, 迦勒從加低斯巴尼亞北上窺探迦南地的時候, 迦勒就是 “按著心意回報”摩西, 他和

其他的探子一樣, 都同意這塊地是 “流奶與蜜之地”, 但是與十個探子不同的是, 十個探子說

不要上去, 因為那地有巨人, 城牆也都高大. 迦勒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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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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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14:8-9) 
8If the LORD is pleased with us, he will lead us into that land,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and will give it to us. 9Only do not rebel against the LORD. 
And do not be afraid of the people of the land, because we will swallow them 
up. Their protection is gone, but the LORD is with us. Do not be afraid of 
them." (Num 14:8‐9) 

 
(雖然很多的支派沒有信心, 因此沒有得到, give a list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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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大人 

63 至於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猶大人不能把他們趕出去，耶布斯人卻在耶

路撒冷與猶大人同住，直到今日。(書 15:63) 
63Judah could not dislodge the Jebusites, who were living in Jerusalem; to this 
day the Jebusites live there with the people of Judah. (Josh 15:63) 

 
以法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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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作苦工

的僕人，直到今日。(書 16:10) 
10They did not dislodge the Canaanites living in Gezer; to this day the 
Canaanites live among the people of Ephraim but are required to do forced 
labor. (Josh 16:10) 

 
瑪拿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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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7:14-18) 
14The people of Joseph said to Joshua, "Why have you given us only one 
allotment and one portion for an inheritance? We are a numerous people and 
the LORD has blessed us abundantly." 15"If you are so numerous," Joshua 
answered, "and if the hill country of Ephraim is too small for you, go up into 
the forest and clear land for yourselves there in the land of the Perizzites and 
Rephaites." 16The people of Joseph replied, "The hill country is not enough for 
us, and all the Canaanites who live in the plain have iron chariots, both those in 
Beth Shan and its settlements and those in the Valley of Jezreel." 17But Joshua 
said to the house of Joseph‐‐to Ephraim and Manasseh‐‐" You are numerous 
and very powerful. You will have not only one allotment 18but the forested hill 
country as well. Clear it, and its farthest limits will be yours; though the 
Canaanites have iron chariots and though they are strong, you can drive them 
out." (Josh 17:14‐18) 

 
Illustration 1: 
今天我們是一個小組教會, 迦勒就好像是一個信心的先鋒, 給我最困難的人, 我會帶他們信

主, 建立一個小組. 瑪拿西人就好像是說, 你給我們的基督徒太少了, 我們都很會帶小組,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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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我更多的人, 讓我能夠把他們組成一個大組, 能夠來作小組的運作. 因為南加州的人非

常不容易信主, 所以你要給我基督徒!!! 

  
Illustration 2: 
我們現在的宣教工作, 在台灣的孩童之中帶領他們信主. 雖然他們不能夠馬上進入教會. 不

能夠馬上接受洗禮, 因為上面有非基督徒父母的監管, 但是在 40 年後, (事實上, 不需要到

40 年), 我們將可以看到這些成長的孩子, 開始有了改變. 

 
Illustration 3: 
監獄的佈道工作. 雖然目前看不到對社會的衝擊. 但是慢慢的, 若是出監的人, 都是重生得救

的人, 重犯的人會愈來愈少. 我們會看到社會的正面影響. 

 
這些都是 inspiring faith. 

 
Illustration 4: 
神國度的先鋒, 常常都是在信心上面有啟發性的人物. 施洗約翰是身穿駱駝毛衣服, 吃蝗蟲

野蜜的人. 

4 這約翰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野蜜。(太 3:4) 
4John's clothes were made of camel's hair, and he had a leather belt around his 
waist. His food was locusts and wild honey. (Matt 3:4) 

 
表示他在日常的生活上面, 一點都不會擔憂. 

 

II. A true faith produces work. 一個真正的信心會產生行為. 
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

能救他麼？(雅 2:14) 
14What good is it, my brothers, if a man claims to have faith but has no deeds? 
Can such faith save him? (Jam 2:14) 

 
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 2:26) 
26As the body without the spirit is dead, so faith without deeds is dead. (Jam 
2:26) 

 
一個真正的信心, 是會產生行為的. 我們看到了迦勒的信心, 反映在他的 45 年的預備上面. 

雖然他第一次的信心的報告沒有被以色列人所採納. 迦勒必須要跟隨這些不信的以色列人

在曠野裡面行走了 40 年. 進入迦南地和約書亞東征西討了 5 年. 但是在這些年間, 他的信心

沒有任何的動搖. 反而為了能夠找到機會來證實他的信心, 他必須在這 45 年之間鍛練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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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身心靈的健壯, 為的是, 當機會來臨的時候, 他可以證明給以色列人看, 他當初的信心

是對的.  

 
9 當日摩西起誓說：你腳所踏之地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業，因為你專

心跟從耶和華─我的 神。10 自從耶和華對摩西說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

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其間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看哪，現今我

八十五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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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有亞衲族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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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

子迦勒祝福，將希伯崙給他為業。14 所以希伯崙作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

迦勒的產業，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跟從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15 希伯崙

從前名叫基列亞巴；亞巴是亞衲族中最尊大的人。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

戰了。(書 14:9-15) 
9So on that day Moses swore to me, 'The land on which your feet have walked 
will be your inheritance and that of your children forever, because you have 
followed the LORD my God wholeheartedly.' 10"Now then, just as the LORD 
promised, he has kept me alive for forty‐five years since the time he said this 
to Moses, while Israel moved about in the desert. So here I am today, eighty‐
five years old! 11I am still as strong today as the day Moses sent me out; I'm 
just as vigorous to go out to battle now as I was then. 12Now give me this hill 
country that the LORD promised me that day. You yourself heard then that the 
Anakites were there and their cities were large and fortified, but, the LORD 
helping me, I will drive them out just as he said." 13Then Joshua blessed Caleb 
son of Jephunneh and gave him Hebron as his inheritance. 14So Hebron has 
belonged to Caleb son of Jephunneh the Kenizzite ever since, because he 
followed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wholeheartedly. 15(Hebron used to be 
called Kiriath Arba after Arba, who was the greatest man among the Anakites.) 
Then the land had rest from war. (Josh 14:9‐15) 

 
A. 迦勒為了能夠有機會證明他當初的信心是對的, 這 45 年來, 沒有放棄經歷這個信心的機

會. 但是 45 年是一段頗為漫長的年日. 並且在前面的 40 年之間, 許多和他一同年紀的以色

列人, 一個一個的在曠野死去. 要保持自己的心沒有像上一個世代的人一樣的死去, 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  然後, 要保持自己的身體像下一個世代的人一樣的強壯. 所以可以經歷這

信心的實現. 這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能夠達成, 真的是如他先前所說的, “我專心跟從耶和華我

的神/ I, however, followed the LORD my God wholeheartedly.”(Josh 14:8).  

 
B. 迦勒來到約書亞面前, 向約書亞要求希伯崙這個山地, 因為在這個山地上面 (1). 有亞納

族人—以色列人所害怕的巨人. (2). 有寬大堅固的城邑. 這兩個當初使得以色列的十個探子

報惡信的因素都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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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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衲族的

人。(民 13:28) 
28But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powerful, and the cities are fortified and 
very large. We even saw descendants of Anak there. (Num 13:28) 

 
這個信心保持的過程不容易, 也花了許多的篇幅記載, 憑這信心所產生的行動, 卻是非常的

簡單且具體: 
13 約書亞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猶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亞巴，分給耶

孚尼的兒子迦勒。亞巴是亞衲族的始祖（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崙）。14 迦勒就

從那裡趕出亞衲族的三個族長，就是示篩、亞希幔、撻買；(書 15:13-14) 
13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rd's command to him, Joshua gave to Caleb son of 
Jephunneh a portion in Judah‐‐Kiriath Arba, that is, Hebron. (Arba was the 
forefather of Anak.) 14From Hebron Caleb drove out the three Anakites‐‐
Sheshai, Ahiman and Talmai‐‐descendants of Anak. (Josh 15:13‐14) 

 
亞納族就是從亞巴這個人開始的. 希伯崙這個城本來叫做基列亞巴就是紀念亞巴這個人的

城邑. 迦勒選擇了巨人開始的地方為他的產業. 並且從這裡把三個巨人的族長趕了出去—示

篩、亞希幔、撻買.
1
 

 

迦勒的信心, 讓他不僅僅是他的世代的先鋒, 也讓他成為下一個世代的先鋒. 他能夠趕出巨

人, 但是年輕世代的以法蓮, 瑪拿西人卻沒有辦法趕出有鐵車的迦南人, 取下他們的城邑!         

 

我們看到信心是超越時間的, 也是超越世代的. 

 

 

III. A Faith that will pass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一個可以傳給下一代的

信心. 
迦勒知道這個對神的信心的可貴. 也知道這個寶貝若能夠傳給下一代, 那麼這是一個最寶貴

的產業. 但是這種信心的產業, 也是最不容易傳下去的一個產業. 在企業界, 我們知道, 錢財

容易傳下去, 但是賺錢財的能力卻不容易傳下去. 同樣的, 我們容易把我們的產業傳給下一

代, 但是屬靈的產業, 卻是極端不容易傳達下去. 

 

                                                 
1 Joshua 15:13-14 could be the same event as is stated earlier in Joshua 11:21. The earlier one a summary under 
Joshua’s leadership, the later one a more detailed record through the hand of Cal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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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多倫多華人浸信會, 一個座落在多倫多市中心, 一座美輪美

奐的教堂的大教會. 這個教堂很漂亮, 是一個古蹟, 外面不准改變, 只可以改變裡面. (我比較

喜歡我們自己的教堂, 因為即使是美麗的古教堂, 但是裡面能夠改進的有限). 幾年前, 我到

這個教會去講退修會. 退修會結束後, 長執們開會問我一個問題, “如何能夠把我們屬靈的產

業傳給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一個很偉大的問題, 也證明了他們有一群很有遠見的長執們. 

但是很可惜的, 他們的 “屬靈的產業” 的定義有很大的商榷的空間. 我問他們, 你們有甚麼樣

屬靈的產業? 我得不到答案. 我了解, 其實他們所想的是這個古色古香, 人數有 700 多人的

教堂(沒有幾個停車位, 因為是在市區). 他們的意思是, 如何把這個教堂交給下一代的加拿

大的廣東人, 而能夠繼續維持教會的 700 多人的人數.  我想這所以是一個問題, 因為下一代

的年輕人, 都搬離開了 down town 地區. 看看周圍都是比較年長的人, 他們知道這遲早是一

個問題. 我們很容易把教堂, 把敬拜的儀式傳下去給我們的下一代, 但是把我們對神的信心, 

把我們與神交往的寶貴經驗, 傳達給下一代, 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是一個真正的屬靈的工

作. 

 
迦勒, 在這裡就是用自己的獎賞, 讓年輕的一代能夠經歷神的信實. 當年輕的一代經歷了神

的信實, 他們就有了信心. 這個屬靈的產業就傳了下去. 

 
15 又從那裡上去，攻擊底璧的居民。（這底璧從前名叫基列西弗。）16 迦勒

說：誰能攻打基列西弗將城奪取，我就把我女兒押撒給他為妻。17 迦勒兄弟

基納斯的兒子俄陀聶奪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兒押撒給他為妻。18 押撒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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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勸丈夫向他父親求一塊田，押撒一下驢，迦勒問他說：你要甚

麼？19 他說：求你賜福給我，你既將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給我水泉。他父

親就把上泉下泉賜給他。(書 15:15-19) 
15From there he marched against the people living in Debir (formerly called 
Kiriath Sepher). 16And Caleb said, "I will give my daughter Acsah in marriage to 
the man who attacks and captures Kiriath Sepher." 17Othniel son of Kenaz, 
Caleb's brother, took it; so Caleb gave his daughter Acsah to him in marriage. 
18One day when she came to Othniel, she urged him to ask her father for a field. 
When she got off her donkey, Caleb asked her, "What can I do for you?" 19She 
replied, "Do me a special favor. Since you have given me land in the Negev, 
give me also springs of water." So Caleb gave her the upper and lower springs. 
(Josh 15:15‐19) 

 
迦勒要的女婿, 就是與他一樣對神的信實有信心的人. 所以他把下一個城當成是訓練下一代

的信心的地方. 迦勒能夠打下希伯崙這個當地的最大的城, 就沒有問題打下底璧. 但是迦勒

選擇不要自己來, 選擇讓下一代有經歷神的信實的機會. 看到沒有, 不能夠用說的方式把你

的信心傳給你的兒女. 必須讓他們自己經歷到, 那麼這樣的信心才是他們的. 

 

Illustration: 
最近看到 Time magazine 的一個 editorial, Joe Klein 提到現在的年輕人不急著去拿汽車駕駛

執照. 很多人相當滿足於讓爸爸媽媽帶著他們到處去. 打球, 上課, 練琴, 芭雷舞, 他們可以在

車上打盹. 有很大比例的年輕人一點都不著急去拿駕駛執照. 其實, 很多的年輕人, 很滿足於

住在父母的家中, 享受一切的方便, 不會想要去買房子, 不會想要去交女朋友/男朋友. 只要

有一個住的地方, 有一個電腦就可以了. 面對這樣的一個族群, 要把真正的信心傳遞給他們, 

就成為一個極大的挑戰了. 

 
迦勒知道這個信心傳達的重要. 所以他用下了極大的獎賞. 他自己的女兒. “重賞之下, 必有

勇夫!”不曉得俄陀聶(Othniel)是不是已經喜歡上了押撒(Acsah), 我們看到他不計性命就把

底璧城拿了下來. 

 
若你有信心, 就一定有隨著信心而來的賞賜. 隨著這個婚姻, 迦勒給了俄陀聶一塊南地為嫁

妝(v.18). 南地是乾旱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要有水. 這個女兒就鼓勵丈夫向父親要水泉, 並抓

住機會, 自己主動開口. 對於女兒的要求, 父親給了雙倍的祝福, 不但是上泉, 連下泉也給了

她. 

 

Conclusion 
迦勒的身上, 我們看到了一個超越時間, 空間的寶貴的產業. 這個產業是得地為業的根據. 若

我們的後代有這樣的屬靈的寶貴產業, 那麼我們不用擔心神的祝福不會跟著他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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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的信心是: 

An inspiring faith/一個有啟發性的信心. 
A true faith that produces work. 一個會產生行為的信心. 

A Faith that will pass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一個可以傳給下一代的信心. 

 
我們求神, 讓迦勒的信心, 也是你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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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nitial Ideas) 
The story of Caleb as a review to faith in coming into the land and faith in taking possession of 
the land.  The Taiwanese students might not be coming in because of their parents are not 
believing, but <40 years later, they will and will tak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after justification (title was a free gift given to them) life still requires faith and is still by 
grace.  It is not by our might (as it is to be illustrated again in the life of Caleb). 
 
If Joshua is 1st stage of salvation (justification), then Caleb is the 2nd stage of salvation 
(sanctification).  Go to Galatians 3:1-3.  These two spiritual giants are wonderful examples for 
our Christian life-- the two stages in salvation.  Then both rested waiting to receive the reward. 
( Daniel rest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尃心跟從耶和華 
（1）以心跟隨, 神看到我們的專心 
Wholeheartedly/faithfully obeyed The Lord my God. 
 
(2) 以心揣測神的心。神豈不知道以色列人所碰到的問題嗎? 身為一個百姓的代表是要誏

百姓的心跟隨神，還是誏百姓的心融化了？ 
 
神多次應許要給我們，他難道會不守約嗎? 
 
神沒有應許沒有困難，但從經驗上看來幾乎都是不可能 
摩西:(出 3：11）我竟能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百姓(出 5：21，22） 
探子(民 13：31）我們不能 
 
但迦勒專心跟隨，知道世上認為不可能但是神必要成就。 
 
努力預備自己配合神的帶領 
四十五年存著一個經歷神的願望。 
 
Last sermon 
When Joshua was alive 
When the elders were alive 
When they were all dead 
 
What is the case difference of 2 & 3?  Battle experience.  Or experiencing God first hand!  That 
is why we do mission, that is why we do cell group. 
 
 
Sent from my iPh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