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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Refuge 
逃城 

Joshua 20 
 

Illustration 1: 
Yuen 的 apartment 有紅色的水流出來, 他打電話給我, 請他馬上通知警察, 因為可能是水沒

有通, 血從下面流了出來. 我們內裡有一個對於生命被拿掉的不舒服, 覺得非常嚴重的感覺. 
 

 (後來發現是樓上的人染頭髮) 
 
神是創造生命的神, 也是重視生命的神. 
 

耶穌說: “51 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

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 11:51) 
51"from the blood of Abel to the blood of Zechariah, who perished between the 
altar and the sanctuary. Yes, I tell you, it will be required of this generation." 
(Luke 11:51) 

 
亞伯是創世記裡面所記載的第一個被他的哥哥該引所殺害的人(創 4:8), 撒迦利亞是猶太人

舊約聖經 後一本書—歷代志下所記載的祭司耶何耶大的兒子撒迦利亞責備以色列人離棄

耶和華, 約阿斯王吩咐百姓在耶和華的殿內用石頭打死他(代下 24:20-22). 亞伯和撒迦利亞

都是神的先知, 都是說神的話語的, 他們無辜而死, 神紀念他們的冤情. 
 
事實上, 從亞伯被殺, 血流在地上開始, 神就說, 

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 (創 4:10b) 
The voice of your brother's blood is crying to me from the ground. (Gen 4:10b) 

  
到啟示錄的時候, 求神伸無辜者流血的冤也不停息: 

10 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阿，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

冤，要等到幾時呢？ (啟 6:10) 
10They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O Sovereign Lord, holy and true, how long 
before you will judge and avenge our blood on those who dwell on the earth?" 
(Rev 6:10) 

 



10/27/2013, BOLGPC City Of Refuge Dr. Joseph Chang, 2 

神沒有不處理生命被無端端的拿掉的案件. 這是不告乃論. 不是你要不要提出告訴(Whether 
you will press charges or not). 乃是無辜的人死了, 他沒有辦法提出告訴, 神一定要代替他提

出告訴, 讓生命不能被隨意拿掉的公義可以得到支持. 
 
神對於人的生命, 非常的重視, 因為人是按照祂的形象造的. 對於謀殺的罪, 聖經是要求處以

死刑, 在舊約是這樣: 
 

6 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 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

(創 9:6) 
6"Whoever sheds the blood of man, by man shall his blood be shed, for God 
made man in his own image. (Gen 9:6) 

 
在新約也是這樣, 提到政府是要執行伸冤的, 要用劍來拿掉惡人的生命的: 

因為他不是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 

13:4b) 
for he does not bear the sword in vain. For he is the servant of God, an avenger 
who carries out God's wrath on the wrongdoer. (Rom 13:4b) 

 
當殺人的案件沒有處理的時候, 我們所住的地就被汙穢了. 神要求犯謀殺罪的人被致死, 所
以 

33 這樣，你們就不污穢所住之地，因為血是污穢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

的，非流那殺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潔淨（潔淨原文作贖）。(民 35:33) 
33You shall not pollute the land in which you live, for blood pollutes the land, 
and no atonement can be made for the land for the blood that is shed in it, 
except by the blood of the one who shed it. (Num 35:33) 

 
所以謀殺需要判處死刑, 這是非常的清楚. 這在今天大部分法治的社會裡面, 都同意這樣的

做法. 大部分的人也都要求這樣的處罰. 只有極端自由主義的人, 要廢除死刑. 
 
 
 
但是神也保護那些不是蓄意殺人的人. 過失殺人的 
在殺人的案件上面, 有蓄意殺人的, 這叫作謀殺, 需要處以死刑. 這在今天大部分法治的社會

裡面, 都同意這樣的做法. 但是, 也有過失殺人的. 不是有意殺人的, 這叫做 manslaughter, 要
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 聖經上所給我們, 非蓄意殺人的例子: 兩個人一同去砍材, 這個人斧

頭鬆了, 飛了出去, 擊到另外一個人的頭上, 打死了他. 這個叫做過失殺人. 對於過失殺人, 神
允許他有機會逃命到逃城裡面, 以求得到公正的審判. 約書亞記 20 章, 給我們看到的就是這

麼樣的一個規定, 讓所有無心殺人的非預謀犯, 能夠很快的跑到逃城裡面. 
 

1 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2 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要照著我藉摩西所曉諭

你們的，為自己設立逃城，3 使那無心而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那裡。這些城

可以作你們逃避報血仇人的地方。.  . . 7 於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

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以法蓮山地分定示劍；在猶大山地分定基列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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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列亞巴就是希伯崙）；8 又在約但河外耶利哥東，從流便支派中，在曠

野的平原，設立比悉；從迦得支派中設立基列的拉末；從瑪拿西支派中設

立巴珊的哥蘭。(書 20:1-3, 7-8) 
1Then the LORD said to Joshua: 2"Tell the Israelites to designate the cities of 
refuge, as I instructed you through Moses, 3so that anyone who kills a person 
accidentally and unintentionally may flee there and find protection from the 
avenger of blood. . . . 7So they set apart Kedesh in Galilee in the hill country of 

Naphtali, Shechem in the hill country of Ephraim, and Kiriath Arba (that is, 
Hebron) in the hill country of Judah. 8On the east side of the Jordan of Jericho 
they designated Bezer in the desert on the plateau in the tribe of Reuben, 
Ramoth in Gilead in the tribe of Gad, and Golan in Bashan in the tribe of 
Manasseh. (Josh 20:1‐3, 7‐8) 

 
I. Reasonable Accessibility/合理的距離可以到達逃城 

 這是拿弗他利, 以法蓮, 猶大三個支派在約旦河西, 流便, 迦得, 瑪拿西半支

派在約旦河東所奉獻出來的逃城. 

  
左邊的圖是幾個支派所獻出來的逃城. 中間是 50 mile 的比例尺. 右邊是一天所可以走到的

路程. 20 英里等於 32 公里. 是一個不難達到的路程. 這些城都是在以色列所得到的城邑裡

面, 比較大的城. 而且摩西規定到這些城的路, 都要好走. 
 

3 要將耶和華─你 神使你承受為業的地分為三段；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

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去。(申 19:3) 
3Build roads to them and divide into three parts the land the LORD your God is 
giving you as an inheritance, so that anyone who kills a man may flee there. 
(Deut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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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的, 神不願意讓謀殺人者得以脫罪, 但是因為謀殺的處罰很嚴厲, 所以神也不願意讓

一個誤殺人者沒有經過合宜的審判就被治死. 在那個時候, 若是一個人被殺了, 那麼, 報血仇

的人可以為喪家報仇, 去殺了那個誤殺人的. 這個報血仇的人叫做 
 
la;G' ga'al = blood avenger/kinsman redeemer = 報血仇的人/至近的親屬. 

 
波阿斯就是拿俄米的至近的親屬(得 2:20; 3:9, 12; 4:4, 6). 至近的親屬有贖地, 娶死者的妻

子, 為死者報仇的特權和責任. 
 
神真的是不喜歡大政府, 很多的事情都可以透過家庭的單位來達成. 迅速, 明瞭, 而且讓人

的心理得到滿足. 
 
你若想活命, 那麼, 神已經為你做了這麼多的預備了, 你應該可以很快的跑到六個逃城當中

的任何一個. 在一般的情形下, 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跑到了. 那麼, 你若不想活命, 也沒有人可

以怪你, 你也不可以怪別人. 報血仇的人把你解決掉就是了. 若你想活命, 逃城裡面可以給

你一個公平公正的審判. 
 
 
II. Fair Trial/公平公正的審判 

4 那殺人的要逃到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門口，將他的事情說給城內的

長老們聽。他們就把他收進城裡，給他地方，使他住在他們中間。5 若是報

血仇的追了他來，長老不可將他交在報血仇的手裡；因為他是素無仇恨，

無心殺了人的。6 他要住在那城裡，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等到那時的大祭

司死了，殺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來的那城。(書 20:4-6) 
4"When he flees to one of these cities, he is to stand in the entrance of the city 
gate and state his case before the elders of that city. Then they are to admit 
him into their city and give him a place to live with them. 5If the avenger of 
blood pursues him, they must not surrender the one accused, because he killed 
his neighbor unintentionally and without malice aforethought. 6He is to stay in 
that city until he has stood trial before the assembly and until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who is serving at that time. Then he may go back to his own home 
in the town from which he fled." (Josh 20:4‐6) 

 
這裡所講的是逃到逃城的人確實是沒有謀殺他的朋友, 那麼逃城的人就要把他收進城裡, 保
護他的安全, 不讓報血仇的人殺了他. 提供給他地方住, 讓他可以在他們中間居住.  
 
並不是所有來到逃城的人, 你都要把他照單全收. 每個來到逃城的人都要經過審判. 若是有

故意謀殺人的, 那麼, 就要有兩個以上的見證人, 指出是謀殺, 然後把他治死, 若不治死, 就是

污穢了你們所住的地(民 35:30-33). 

 



10/27/2013, BOLGPC City Of Refuge Dr. Joseph Chang, 5 

雖然聖經沒有講,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來到逃城不是吃住都免費的. 乃是逃城裡面的人要待他

像城內原本的居民一樣, 像城內的居民一樣的起居作息, 一樣的作工賺錢餬口. 我不覺得他

會得到 free room and board.  要不然, 你只要去誤殺一個人, 就可以吃個好幾年, 不用工作. 
This kind of argument does not add up.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的限制, 那就是不能夠離開這個逃

城的範圍. 若是離開逃城呢, 報血仇的人就可以將他殺死, 而沒有任何的罪. 所以你若是誤殺

人, 來到了逃城, 你就要在逃城裡面供養自己, 而且你的活動範圍就是在逃城的地方. 這個就

是現在的有期徒刑(serving years in prison, place to work). 
 
Illustration: 
押沙龍作亂, 大衛王在逃難的時候, 示每咒罵大衛王. 在所羅門的時候, 就把他關在耶路撒冷. 

 

36
王差遣人將示每召來，對他說：你要在耶路撒冷建造房屋居住，不可出來

往別處去。
37

你當確實地知道，你何日出來過汲淪溪，何日必死！你的罪(原

文作血)必歸到自己的頭上。
38

示每對王說：這話甚好！我主我王怎樣說，僕

人必怎樣行。於是示每多日住在耶路撒冷。(王上 2:36-38) 
36Then the king sent for Shimei and said to him, "Build yourself a house in 
Jerusalem and live there, but do not go anywhere else. 37The day you leave and 
cross the Kidron Valley, you can be sure you will die; your blood will be on your 
own head." 38Shimei answered the king, "What you say is good. Your servant 
will do as my lord the king has said." And Shimei stayed in Jerusalem for a long 
time. (1King 2:36‐38) 

 
等到有一天示每跑到迦特王那裏去找他的僕人時, 就被所羅門王殺了. 這是以色列人有期徒

刑的做法. 
 
我們看到幾個重要的原則: 
(1). 公平公正的審判必須治死謀殺人的人. 
(2). 誤殺人的要在逃城裡面守有期徒刑. 
(3). 逃城都是利未人所居住的城. 所以這些誤殺人的就是每一天, 在神的話語當中接受教導. 
學習利未人, 就是教導神話語的神的僕人, 的生活方式. 
 
這些原則是我們今日所可以幫助解決許多獄政上面的問題. 布希總統的時候, 允許 Chuck 
Colson 的 Prison Fellowship 在監獄裡面幫助犯人信耶穌, 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 幫助這些人

出獄後不會再犯罪入獄. 就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 經常受到無神論者在法院中

的挑戰, 要把基督從監獄中趕出去. 
 
(4). 誤殺人的要負責自己的生活費用, 不能夠再把自己的生活重擔加添在逃城的負擔上面. 
從示每在耶路撒冷還要處理僕人的事情, 我們知道, 他是自己養自己而不是政府養他. 他要

謀生, 但是自由度小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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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加州的 Legislative Analyst’s Office (加州議會分析部門)的估計, 20078-2009 年每一個

犯人的費用是如此1:  

 
 
 

 
 

 

 

California’s Annual Costs to Incarcerate an  
Inmate in Prison 
2008-09 
Type of Expenditure Per Inmate Costs 

Security $19,663 
    
  Inmate Health Care $12,442 
Medical care $8,768 
Psychiatric services 1,928 
Pharmaceuticals 998 
Dental care 748 
    
  Operations $7,214 
Facility operations (maintenance, utilities, etc.) $4,503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1,773 
Maintenance of inmate records 660 
Reception, testing, assignment 261 
Transportation 18 
    
  Administration $3,493 
    
  Inmate Support $2,562 
Food $1,475 
Inmate activities 439 
Inmate employment and canteen 407 
Clothing 171 
Religious activities 70 
    
  Rehabilitation Programs $1,612 
Academic education $944 
Vocational training 354 
Substance abuse programs 313 
    

                                                 
1 http://www.lao.ca.gov/laoapp/laomenus/sections/crim_justice/6_cj_inmatecost.aspx?catid=3, 10/2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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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cellaneous $116 
     Total $47,102 

o It costs an average of about $47,000 per year to incarcerate an inmate in prison in 
California.  

o Over two-thirds of these costs are for security and inmate health care. 

今日的監獄是很貴的地方, 紐西蘭的監獄, 還展示他們的監獄菜單, 怎麼樣烤牛排所以不會

給犯人帶來心臟的問題. 
  
聖經裡面給犯罪的人的 fair trial 以及 fair punishment, 包括了給社會的 fair burden, 或者更合

適的說, 不給社會 unfair burden. 
 
(5). 這個要求是每一個住在以色列國家裡面的人都受到同樣的對待. 

 

9 這都是為以色列眾人和在他們中間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邑，使誤殺人的

都可以逃到那裡，不死在報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書 
20:9) 
9Any of the Israelites or any alien living among them who killed someone 
accidentally could flee to these designated cities and not be killed by the 
avenger of blood prior to standing trial before the assembly. (Josh 20:9) 

 
以色列人和外地寄居的人要受到同等的對待. 

上面的這 5 點乃是公平公正的審判. 
 
 
III. It takes a life to pay for the death of a man./終極的要求, 乃是要有生命的

付出, 才能贖殺人的罪. 
這個住在逃城的人, 要多久的時間才能夠得到自由呢? 要等到他那一任的大祭司死的時候, 
才能夠自由的回家. 當然是大祭司自己自然的死亡, 不是你去把他殺死!!! 
 
你可能會說, 假使我碰到的是一個很年輕的大祭司, 甚至比我年輕, 那我不是很倒楣? 假使

你碰到的是一個很老的大祭司, 我想你不會抱怨了. 我只能說, 這是神的規定, 大祭司的年歲

也是在神的手中, 沒有人能夠控制. 假使你是當時的人, 而且很重要的話, 那麼神會讓大祭司

趕快死的. 
 
但是 大的意義, 乃是必須有大祭司的死, 誤殺人的罪才能夠真正的得到全然的赦免. 
 
基督是我們的逃城 

逃城: jl'êq.Mih; yrEä[' 
舊約裡面不斷的提到,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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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拉後裔的詩歌，交與伶長。調用女音。）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

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 46:1) 
1For the director of music. Of the Sons of Korah. According to alamoth. A song. 
God is our refuge and strength, an ever‐present help in trouble. (Ps 46:1) 

 
主耶穌基督是按照麥基洗德的等次成為我們的大祭司(來 5:10). 而且他也願意為了我們的

罪, 捨了自己的生命. 
 

10 並蒙神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來 5:10) 
10and was designated by God to be high priest in the order of Melchizedek. 
(Heb 5:10) 

 
地上的逃城, 只能夠拯救肉身的生命. 主耶穌基督的這個逃城, 是拯救我們的靈魂從所有的

罪過中出來. 
 
地上的逃城, 是一天之久的路程, 就可以趕到. 主耶穌基督的逃城是一個禱告之間就可以達

到. 你願意在這個時候, 就來到這個逃城, 得到靈魂的拯救嗎? 
 
 
Conclusion 
1. 神要求公義公平的審判. 
2. 神同時極不願意拿掉人的生命.  
在舊約的時候, 神設立逃城, 讓那些不該死的不至於死. 
在新約的時候,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面, 靈魂可以得到避難所, 得到永遠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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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Gleaning from Monday Rest) 
The city of refuge 
1. Reasonable accessibility 
2. Fair trial. 
No justice-give your other cheek? 
Over-reaching kill at all reasons. 
3. Provision for the accused. Should government pay the convict of home rearing salary? 
 
4. Death (of high priest) to free a (guilty) person. 
The sin of causing death has to be paid by the life of a person. 
Do we have our city of refu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