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書亞 Joshua 6:1-5



“”

约书亚 Joshua 6:1-5
1 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

严紧，无人出入。
2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

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
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

约书亚 Joshua 6:1-5
3 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

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
4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

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
也要吹角。 」

3 You shall march around the city, all you men of war; you 

shall go all around the city once. This you shall do six days. 
4 And seven priests shall bear seven trumpets of rams' 

horns before the ark. But the seventh day you shall march 

around the city seven times, and the priests shall blow the 

trumpets



“”

约书亚 Joshua 6:1-5

5 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
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
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5 It shall come to pass, when they make a long blast with 

the ram's horn, and when you hear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that all the people shall shout with a great 

shout; then the wall of the city will fall down flat. And 

the people shall go up every man straight before him." 



耶利哥看起来像什么？
What Did Jericho Look Like?

▪ 12英畝大的城市 A twelve-acre city

▪ 六英呎寬五十英呎高的城墻
A six-foot-wide lower wall and fifty-foot-high 
upper wall



神的作战计划合理吗？
Did God’s Battle Plan Make Sense?

▪ 以色列人在前六天，每天要靜默
無聲繞城一圈 Israel were to silently 

march around the city once a day for six days.

▪ 在第七天，他们要静默无声的绕
城六圈，但绕第七圈时要同时大
声吹号和呼喊 On the seventh day, they 

were to march around the city seven times, 
silently in the first six times but sound their horns 
and shout simultaneously in the seventh time.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What Happened?

▪ 耶利哥城倒塌了The walls of Jericho fell down

▪ 神成就了400年的应许
God delivered a 400-year-old promise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What Happened?

▪ 神的应许永不过期

▪ 如果我们在信心里持续围绕神的
应许，神最终必将成就 If we 

faithfully keep circling the promise, God will 

ultimately deliver on it



什么是你的耶利哥 What is Your Jericho?

▪ 你正在为什么应许祷告？
What promises are you praying around?

▪ 你正在为什么神迹而前进
What miracles are you marching around?

▪ 你正在为什么梦想成真而努力
What dream are you revolving around?



另一个耶利哥神迹Another Jericho Miracle
路加 Luke 18:35-43 
35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
子坐在路旁讨饭。

36 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
37 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38 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39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
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
孙，可怜我吧！」



另一个耶利哥神迹Another Jericho Miracle
路加 Luke 18:35-43 
40 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
跟前，就问他说：

41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
「主啊，我要能看见。」

42 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
了你了。」

43 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
路归荣耀与 神。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另一个耶利哥神迹Another Jericho Miracl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 你能说出神放在你心中的应许，
神迹和梦想吗？

Would you be able to spell out the promises, 

miracles, and dreams God has put in your hearts?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 信心就是我们对所盼望的有把握



另一个耶利哥神迹Another Jericho Miracle

▪ 成熟的信心会产生明确的祷告
Well-developed faith results in well-defined prayers

▪ 明确的祷告会带来美好的生活
Well-defined prayers result in a well-lived life



说出你的耶利哥 Spell Out Your Jericho

▪ 病得医治 Healing over a disease

▪ 浪子回头 Salvation over a prodigal son

▪ 恢复破裂关系
Reconciliation over a falling-apart relationship

▪ 短缺得供应 Provision over a financial crisis
▪ ………
▪ 一个地址 An address

▪ 一个金额 A dollar amount

▪ 某人名字 Someone’s name
▪ ………



告

Praying Circles 

Around Your 

Biggest Dreams 

and Greatest 

Fears

画圈的人，Honi的故事
The Story of Honi, the Circle Drawer

围
绕 着 你 最

大

的

梦

想

和
最惧怕

的
事
祷



连接到以利亚的祷告
Hyperlinked to Elijah’s Prayers

列王记上 1 King 17:1 

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
「我指着所事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
不降露，不下雨。」



连接到以利亚的祷告
Hyperlinked to Elijah’s Prayers

列王记上 1 King 18:1 

过了许久，到
第三年，耶和
华的话临到以
利亚说：「你
去，使亚哈得
见你；我要降
雨在地上。」



连接到以利亚的祷告
列王记上 1 King 18:41-45

41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
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

42 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迦密山
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

43 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
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
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



连接到以利亚的祷告
列王记上 1 King 18:41-45

44 第七次仆人说：「我看
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
来，不过如人手那样
大。」以利亚说：「你
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
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45 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
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
往耶斯列去了。



连接到耶利哥的绕城与呼喊
Hyperlinked to the Circling of and Shouting Over Jericho

约书亚 Joshua 6:15-16…20 

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
来，照样绕城七次；惟独这日把城
绕了七次。

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
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
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



连接到耶利哥的绕城与呼喊
Hyperlinked to the Circling of and Shouting Over Jericho

约书亚 Joshua 6:15-16…20 
20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

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
陷，百姓便上去
进城，各人往前
直上，将城夺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