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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逃城-安慰力量的美麗城堡 
   有座北部癌症中心醫院，在設立屬下「癌症博物館」，特別定

位其為「聖經的逃城」。因為癌症病人不也是最需要被庇護、被安

慰的人嗎？在癌症醫院，在癌症病房裡，我們所見的不就是惶惶

如喪家之犬，不知如何面對明天的人嗎？從被斷定罹患癌症開

始，癌症病人就一直被癌症追殺，無時無刻不在害怕，無時無刻

不在擔憂。…… 

所以癌症醫院與癌症博物館，應該有以下原則遵行: 

1. 安慰必須立即供應受難者的需求-安慰必須立即供應受難者的需

求。傾聽落難者的委屈之後，端上一杯水止渴，給上一個盒飯

充飢，告訴他們相關的法律知識，解決他的燃眉之急；對癌症

醫院來說，對於初診的病人，必須在最不傷害病人的原則下，

提供高效率的、高品質先進的檢查為病人「確診」，這是安慰

的第一步。《神曲》的作者但丁說：「我在悲痛時想在書中尋找

安慰，結果得到的不僅是慰藉，而且是深深的教誨，就像有人

為了尋找銀子，竟然發現了金子一樣。」在慰藉與教誨之前，

必須為落難者準備最急要的需求，否則一切的安慰就成了空

談。 

2. 安慰必須帶給人希望-安慰必須帶給人希望。生活，處處有遺

憾，然而處處又有希望。對癌症專科醫師來說，他們每天最沉

重的工作，不是怎樣為病人進行治療；反而是要給病人「多

少」希望。當病人問道：「醫生！我還能活多久？」該如何回

答呢？這是重要的功課與論述。所以需要有宗教師（牧師）的

神學協助。 

3. 安慰是原諒的、饒恕的-安慰是原諒的、饒恕的。從被安慰者的

言行觀之，受委屈的不只是他這一方，他自己一定有隱而不談

的內情。這些內情通常是他做錯的事，要安慰他，必須從另一

個高處去原諒及饒恕他。癌症病人經常對他過去的生活史，表



示懊悔，癌症醫院及癌症博物館應該提供給求助者希望，逝者

已矣，來者可追，凡事都有盼望。在愛的前提下，一切的荒謬

也可以變得中規中矩，合情合理，都是應該原諒的。 

4. 安慰必須要有行動-癌症病人期待不只是一個病理分析師，告訴

他「為什麼」得了癌症，而是希望知道下一步怎麼做，癌症醫

院及癌症博物館應該為求助者構想一個健康的生活計劃，使他

們的身體在得到初步的醫治之後，有信心地一步一步地履行各

項的健康生活計劃。 

所以真正的庇護所，就是保護與醫治人的「無知」的膚淺「眼

先」所造成的傷害，得到安慰與力量。 其實這是我們人際關係中

和諧的關鍵，也是屬靈生活達到彼此相愛的重要觀念。所以在生

活環境中，營造建立「真正的庇護城」接納別人，是現代基督徒

營造「教會與家庭」重要的功課。 

 

一、思考的爭點： 
1. 我們教會與家庭是否能營造出「現代逃城」觀念，接納罪人進

入主內，成為真正庇護之安全地方？ 

2. 我們是否常生命進入真正的「庇護所」而非進入世俗設立的

「假逃城」內？ 

 

二、經文:約書亞二十:1-6 
20:1 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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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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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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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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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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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背景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百姓進入迦南地後，定出六座“逃城”（按照

摩西的指示，參看民三五 11,12），三座在約但河東，三座在約但

河西，用以保護無意犯了殺人罪的人，逃到這些庇護城的人必須

在距離犯案現場最近的地方接受審訊。通往逃城的道路必須修

好，要採取一切措施使殺人者不致耽擱。在十字路口必須有指向

逃城的標誌。城門口，通常有法官或長老坐在城門口處理案件

（見得四:1；撒下十五:2）。若判決裁定是沒有預謀的誤殺，他便

可以返回逃城。到了現任的大祭司逝世後，他便可以返回自己的

本城本家而不用受懲罰。（參看民數記三十五章 25至 34節）。 

   舊約關於逃城的計畫形像地說明了基督徒的狀況。罪人必須毫

不遲延地逃到避難所基督耶穌那裡（來六:18）。知道方向的人應該

在沿途立下路標。這些嚮導承擔著重大的責任。稍有疏忽就可能

為逃命的罪人指錯方向。這樣的設計，符合上帝公義的要求與指

示，並解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與傳統報復壓力。 

    逃城又譯作「庇護城」，「逃」這個詞在希伯來文出自“miqlat”

這個字，字根的意思是「接納、吸收」，也就是「接納到自己的地

方」或「庇護、藏匿」的意思。因此，按希伯來文，逃城的本意

乃是「收容」或「接納」逃亡者的城市，也就是「庇護城」。猶太

人把舊約翻成希臘文時，將這個字翻成「流亡放逐的場所」、「可

逃去的地方」，這可能是早期的中文譯本譯作「逃城」的原因。 

   「庇護權」是西方的傳統，影響西方哲學深遠的《聖經》在其

中深具重要作用。當今國際公認的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無罪推定

原則」(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意指一個人在法院上應該先被

假定為無罪，除非被證實及判決有罪，也是源自於此。 

 

三、啟示 
（一）教會是現代的庇護城 



 舊約有關逃城的規定： 

１. 路要通順:要通往逃城的路要通，指標要清楚，方向要正確，路

面要平坦，使需要的人容易找到。 

２. 路程要不遠：六座城分佈於以色列全國，離任何地點，都平均

在 30-50公里內，供應逃亡者一至兩天的路程就可到達，因此

在事件發生之後，可以迅速進入逃城，免於途中被報仇的人攔

截殺死。 

３. 性命得保障：逃亡者跑到逃城，經過長老、會眾的審判，只要

是無意中錯誤殺人的，逃到逃城，他的生命就得到保障。 

４. 居住的地方：被收留進入逃城的人都提供居住的地方。約書亞

二十：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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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的時間：逃亡者住在逃城內不需要擔心要離城，他們可以

住在城內，直到受膏油的大祭司死。 

 

   在約書亞記裏提到有六個逃城，用新約角度，是表明主作我們

的避難所。 

第一個逃城名叫基低斯，是聖潔的意思，表明主耶穌成為我們的

聖潔。 

第二個逃城叫希伯倫，是朋友的意思，表明主耶穌是我們在患難

中的朋友。 

第三個逃城叫哥蘭，是喜樂的意思，主耶穌作我們永遠喜樂，除

去我們一切眼淚。 

第四個逃城叫拉末，是高台的意思，表明主是我們的高台。 

第五個逃城叫比悉，是堅固堡壘的意思，表明主耶穌作我們的避

難所。 

第六個逃城叫示劍，是肩頭的意思，表明主耶穌擔當我們一切的

軟弱。 

 

上帝為以色列人預備逃城，使誤殺的罪人生命能得到保障，逃城



也預表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贖，祂就是我們這世代的逃

城，是我們這世代的避難所。「醫院為病人而開，教會為罪人而

開」，教會必須學習接納罪人，使他們「路通順、容易進入、有安

全感、找到家庭感受、領受主耶穌寶血洗淨與醫治」，讓他們有能

夠重回社會，見証主名。從前在以色列國，因為地理位置、道路

安排，逃城共有六座，現在，上帝為我們預備給全世界通用的逃

城只有一座，就是耶穌基督是我們唯一的逃城，唯一的拯救。使

徒行傳四：12記載：「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又在約翰福音十四：6記

載：「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裡去。』」上帝為我們這個世代所設立的逃城，路程不遠

就只在你口裡，在你心裡而已，只要我們心裡相信，口裡承認，

就可以得救。我們都是罪人，我們都需要這座逃城，經歷「聖

潔、朋友、喜樂、高台、堡壘、承擔重擔」，耶穌就是我們這時代

的逃城，只要我們倚靠祂，罪才能得救贖，我們的生命才能得到

保障，得永活的生命。 

 

（二）真假逃城的選擇 

  我們要學習「真假逃城」的分辨-世俗世界早設立許多「假逃

城」，少年人的電動玩具、夾娃娃，青年人的舞廳、打蛋珠台、療

愈商品，中年人的酗酒、名牌、小三，老年人的電視、連續劇與

政論節目等多彩多姿的「假逃城」，讓人進入後，迷惑不已且進入

商業消費模式以至於成癮。 

 

真的「逃城」 是任何人，大人、小孩、犯罪的，我們都在這裡

得到安歇的地方。詩篇 84篇，「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

啊，在你祭壇那裡，麻雀為自己找著房屋，燕子為自己找著菢雛

之窩。」這都是很沒有價值的東西，耶穌說麻雀是最便宜的東

西，最便宜的東西在上帝的祭壇、聖殿那裡，跟宇宙萬物的主宰

在一起。 所以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太

11:28）；口渴的、疲倦的、飢餓的，什麼樣的人都到主這裡來，教



會就是神呼召讓人聚在一起蒙恩的地方。今天這世界非常需要上

帝的恩典，每一個人，從總統到遊民，通通需要上帝的恩典，我

們需要在一個地方得到赦免、接納，而且不是只有赦免和接納，

也包括管訓和責備以至於得釋放與醫治。這是今天很多做社會工

作的（世界不用說了，教會有可能進入這個陷阱），我們只有給人

吃喝，沒有給人靈魂上的振作和聖潔，沒有給他們管訓，只帶來

「逃避」，沒帶來「醫治」與「釋放」，那是不對的，這是與「假

逃城」區別之處。 

 

希伯來書六:18，「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

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這裡又用了一個是

「逃」，好像逃城，好像羅得逃出所多瑪、蛾摩拉，好像我們逃離

那報血仇的至近親屬，我們在逃亡。在這世界上有時壓力大，我

們真是想要逃，逃離婚姻、社會、工作，卻又沒有地方可以逃。

我們只能逃主那裡，逃往避難所。但逃往避難所的時候，接著他

又把那場景變了一下，「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不逃了。也就

是不管在逃或在穩定工作時，我們是大得勉勵、大有盼望。只有

基督徒這世界上因為有主，有這正確信仰，就有那不至於羞恥的

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我們有那看不見的盼望，就是上帝對

我們的應許，就是上帝給我們的產業，就是上帝給我們白白的恩

典，我們持定。因為魔鬼要奪走，我們自己也沒有信心，我們持

定。不是馬上就得到，而是得到勉勵。勉勵是聖靈的工作，是聖

靈給我們的保惠、安慰、鼓勵和責備。「逃城」的設立，最終是在

主內讓人與人的關係緊張得到釋放與醫治。即使在教會我們也可

能在服事中受到傷害，耶穌就是我們這時代的逃城，我們都可以

逃入主的「庇護城」，經歷「聖潔、朋友、喜樂、高台、堡壘、承

擔重擔」，享受「真逃城」的幫助與醫治。 

 

（三）目的是得著新生命 

  詩篇 46篇 1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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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所在希伯來文中是逃城，而上帝



就是逃城；聖經說：我們的罪能使我們與神隔絕，並死在過犯

中。對基督徒來說，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祂親身擔當了我們一切

的罪，擔當我們一切的過犯，他本身就成為我們的逃城。當我們

進入耶穌基督裡面，承認他是我們唯一的救主，我們就不再被追

殺，不再被報復，任何的患難，任何的敵人，撒旦的權柄都不能

把我們從耶穌基督的手上奪去。因為神已經應許我們成為祂的兒

女。 

１. 透過醫治釋放得著耶穌的生命。我們要先求耶穌來醫治釋放我

們，因為我們是罪人又活在罪人之中，我們都有傷害別人或是

被別人傷害的經驗，因此我們都是受傷的人，除非受傷的人得

到耶穌的醫治、得到耶穌健康的生命，否則我們不能去服事別

人。所以我們教會要看重醫治釋放的服事，在醫治釋放中，我

們身心靈的傷害被醫治、苦毒被挪去、惡習被棄絕、黑暗權勢

被趕除…。 

２. 透過靈修親近主得著耶穌的生命。親近主是主耶穌給每位上帝

兒女的呼召，主呼召我們透過每天親近祂來得著祂的生命。透

過詩歌敬拜、讀經和禱告來親近主，我們的靈被餵養。敬拜提

醒我們，主是何等偉大，讀經使我們有歸屬感、滿足感和方向

感，禱告使我們心裡有力量，並且把困難的工作交在主的手

中，好叫我們能靠主得勝。靈修親近主不是例行公事、也不是

可有可無，而是關乎我們的人生是否得勝。而且靈修親近主的

過程中，我們也會更認識主作事的法則、也更敏銳主聖靈的引

導，如此我們將越來越懂得在大小事上尋求主的心意並且順服

主的心意。所以我們教會要看重弟兄姐妹養成靈修親近主習

慣，也有這方面的教導，也看重啟示性話語的操練。  

３. 透過愛的小組服事得著耶穌的生命。天父上帝給我們最好的禮

物，除了耶穌基督之外，就是基督的身體，也就是弟兄姐妹，

當我們信心軟弱時，可能連禱告都無能為力，這時弟兄姐妹彼

此的代禱扶持就是非常關鍵、也非常有幫助，所以耶穌說：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麼事，我在天

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馬太福音十八章 19節)因此教會看重



弟兄姐妹之間的「愛的服事」，特別是 RPG復興禱告小組的服

事，我們鼓勵弟兄姐妹都委身在一個小組，學習「愛的小組」

的生活。 

 

馬丁路德說，愛的團契有三個層次的分享，第一層次就是物質的

分享，我們可以分享食物、物質的東西(但不是指借貸或商業行

為)；第二層次就是屬靈的分享，我們可以分享見證、彼此代禱；

第三層次是軟弱與罪的分享，我們可以勇敢、真實地在弟兄姐妹

面前分享自己的罪和軟弱，讓弟兄姐妹可以為我們禱告。當我們

把罪和軟弱敞開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時，我們很容易經歷到福音的

大能，使我們有力量勝過罪和軟弱，弟兄姐妹也要學習保密和接

納，這會鼓勵弟兄姐妹勇敢把心裡的話說出來。 

 

四、自己的感受 
 約書亞記的「逃城」就是給我們現代人處理生命問題最善的解決

觀念。越花時間去了解「逃城」，越發覺得「逃城」是一個所見最

美的地方。對一個難民，「被接納」是他全部的心願。逃城就是一

個全然接納被追殺的人的地方（無論是財務、感情、家庭、工作

等傷害），對最需要被安慰的人提供安慰力量的地方。 

美國前總統雷根在一次記念二次大戰歐洲戰場的公開場合分

享的真實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 1944年冬天，那年 6月 6日盟軍

從諾曼地成功登陸歐洲之後，戰洲戰場情勢逆轉，但是德軍仍頑

強抵抗，那年接近聖誕節的冬天，不顧風雪交加，兩軍仍在歐洲

森林中進行激烈的遭遇戰（歐洲戰局在 1945年 5月結束，盟軍得

勝）。 

有一位盟軍士兵帶著另一位受傷的同袍退出戰場，在混戰中

他們與部隊失去連絡，由於天色將暗，他們急需找到地方可以休

息，否則就是凍死在外，經過許久的搜尋，他們終於發現一間似

乎有人的小木屋，於是就去叩門。原來這間屋裡只有一個媽媽和

她的小男孩，當這對母子發現這兩個求助的盟軍，這位媽媽知道

如果不讓他們進來，他們一定活不成，於是顧不得自己的安危，



她當下決定趕快開門讓他們進來休息，並增加飯量來接待這兩位

盟軍士兵。 

沒有想到一段時間之後，又有人來敲門，這時這位媽媽又出

去看，不得了，看起來又是與部隊失聯的士兵，但卻是德軍！這

時候，在緊急之中，這位媽媽又作了一個決定，她鎮靜地出門告

訴這兩位德軍說：「我很歡迎您們，這麼冷的天氣在屋子裡才能生

存，但是我需要您們幫忙，請您們把槍械放在外面，因為裡面已

經有兩位我的朋友。」這時這兩位德軍聽出這個女士的意思，就

詢問說：「是盟軍嗎？」這位媽媽說：「是的，他們來到我的屋子

避寒，但我會保證您們沒事。」考慮了一下，這兩位德軍就將他

們的武器放在屋外，於是進到的屋子。 

 

當這兩位盟軍中那位健康的士兵看到兩位德軍隨著這位媽媽進

來，馬上掏出槍枝準備射擊，這位媽媽立刻抓住槍枝，勇敢而堅

定地說：「今天是聖誕節，我不允許任何人受到傷害。」這個士兵

猶豫了一下，也看到德軍沒有拿任何武器，於是也放下槍械，讓

這個媽媽將這些武器都拿到屋外。 

 

在這一個寒冷的晚上，一對母子、兩個盟軍、兩個德軍就這麼意

外地在這間森林的小屋相會，他們一起禱告、一起用餐，過了一

個平安的晚上。隔天早上，當他們享用完早餐，德軍甚至告訴這

兩位盟軍如何走才能避開德軍的軍事部署，最後他們在互道祝福

之後離開。 

這個故事的關鍵，就是這位信心、愛心與勇氣過人的媽媽，

她所以能在許多關鍵時刻作出正確的決定，就在於她在每個關鍵

時刻尋求主的旨意、聽主的聲音，並且順服主的旨意，她的家

「就是逃城」，彼此不必批判、攻擊，都能夠得到無條件的安慰與

庇護。如此最後在嚴重的對立衝突下，才能保住這六個人，否則

在寒冬中，只要任何人擦槍走火，六個人的性命都難保。 

 

如何進入「真正的逃城」-我們基督徒就是設立「單獨會主」的



制度。在「詩歌」與「金句」建築下進入「防設網」，阻擋負面

「語言」與「情緒」的攻擊。面對庇護城的「事前、事中、事

後」處理。我們不要期待人與人的衝突，靠著和解協商、談判就

能完全處理好。即使在教會內，我們也要在服事上受傷，其實受

傷的人先進入基督內，經歷「聖潔、朋友、喜樂、高台、堡壘、

承擔重擔」，享受「真逃城」的幫助與醫治，之後彼此才能真正的

和解。 

最可憐的基督徒，就是活在「上帝的屬靈逃城」卻跑至「世俗

的逃城」中尋求安慰與迷惑。因為這是「信仰文化因素」-我們做

錯事，或是表現不佳時，最直接的反應模式，是逃避主，而是逃

入主懷抱中。 

 

五、結論 
我們不能作出個屬靈的合一來，這是聖靈的工作，是基於我們

同往迦南地這奧秘而來的——我們同經歷過約但河，罪的埋葬，

又經歷聖靈的引導而進入。讓我們祈求聖靈充滿我們吧，一切人

為的合一都要被淹沒。以色列人的合一是建於共同的生活，同在

示羅的敬拜一樣，我們今天的合——唯一被神承認的——也只建

基於基督裡相同的經驗，在十架下相同的地點。讓我們緊記「逃

城」的觀念，成為我們處理人際關係中傷害的應變原則。 

 

 「嚐過主恩的滋味，世界不再吸引我，主愛勝過全所有，一生最

大的祝福，因為耶穌在我裡面」讓我們的生命海闊天空，主的恩

典一定夠用。讓「逃城」的觀念進入我們生命中。如此教會必須

合一上，勇敢向前行！ 

 

討論題綱： 

1. 目前自己的「逃城」，是上帝裏面，或是外面的「假逃城」？ 

2. 透由「真正庇護城」，你最大的感動與啟示是什麼，為何家庭無

法扮演這種角色，困難在何處，教會又應如何扮演？ 

 



代禱事項： 

1. 求主安靜我們的心，帶領我們在「處理人際關係衝突」有新的

啟示。幫助我們認識「逃城」意義與角色，讓主成為我們的幫

助，透由約書亞記中真正庇護城，讓我們生命得到新生命。 

2. 求主讓我們在生活上有反省信仰的能力、有實踐信仰的動力，

學習「逃城」的功課，對上帝意願謙卑，順服的服事。 

3. 為目前「幸福小組」的推動順利，以及牧師推動過程有主保守

同行，面對困境與問題能夠有智慧處理，並求主保守教會幸福

小組、門訓、RPG禱告復興小組運作順利來代禱。 

 

祈禱文： 

「神阿！感謝祢！感謝祢讓我們學習處理人際關係衝突的智慧；

我們學習在教會是「真正庇護城」，也能在家庭領受如此，這是愛

上帝的真正意義。彼此相愛比謹守禮儀更重要，愛上帝、愛人能

帶來生命，那意味著長住在上帝所賜的應許之地。感謝祢！聽我

們祈禱，是奉靠主耶穌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每天花點時間寫單獨會主，靈修日記，記下生活的瑣事、當下

的心情，藉此檢視自己在這當中放入多少信仰的反省，完成多

少信仰的實踐。如何學習「逃城」的功課？ 

2. 審查自己是否願意學習「逃城」的意義，為主所用。是否願意

參加目前教會的小組服事以及早禱會的服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