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拿巴是谁?
《海峡时报》
在2022年2月16日报道，
新加坡人在2021年损失
了至少633.3亿新元给诈
骗集团。



巴拿巴是谁?
有时人们会因爱而受骗。





欺骗的目的是让我们远离神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deception is 

for us to walk away from God’s purpose



1 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 并对着黎巴嫩山沿
大海一带的诸王, 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
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诸王,
听见这事, 2 就都聚集, 
同心合意地要与约书亚
和以色列人争战。

JOSH 约书亚记 9:1-15



基遍人设诡计
3 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
行的事, 4 就设诡计, 假充使者, 拿旧口袋和
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
在驴上, 

JOSH 约书亚记 9:1-15



5 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 把旧衣服穿在身上。
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 长了霉了。6 他们
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 对他和以色列人说: 
“我们是从远方来的, 
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

JOSH 约书亚记 9:1-15



7 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 “只怕你们是住
在我们中间的, 若是这样, 怎能和你们立约
呢?” 8 他们对约书亚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书亚问他们说: 
“你们是什么人? 是从
哪里来的？”

JOSH 约书亚记 9:1-15



9 他们回答说: “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 是因
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
切事, 10 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就
是希实本王西宏和在
亚斯他录的巴珊王噩
一切所行的事。

JOSH 约书亚记 9:1-15



11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
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
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现在
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JOSH 约书亚记 9:1-15



12 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 从家里
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 看哪, 现在都干了, 
长了霉了。13 这皮酒袋, 我们盛酒的时候还
是新的, 看哪, 现在已经破裂。
我们这衣服和鞋, 因为道
路甚远, 也都穿旧了。”

JOSH 约书亚记 9:1-15



14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
和华。 15 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 与他们”
立约, 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
起誓。

JOSH 约书亚记 9:1-15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 从你面
前赶出许多国民, 就是赫人、革迦撒人、
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 共七国的民, 
都比你强大。

DEUT 申命记 7:1-2



2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 那时你要把
他们灭绝净尽, 不可与他们立约, 也不可怜恤
他们。

DEUT 申命记 7:1-2



9 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 听耶
和华你们神的话。”

JOSH 约书亚记 3:9



11 约书亚说: “看哪, 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
们前头过去, 到约旦河里, 因此你们就知道在
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
迦南人、赫人、希未人、
比利洗人、革迦撒人、
亚摩利人、耶布斯人

JOSH 约书亚记 3:11



欺骗的2个教训 2 lessons about deception

1. 欺骗可以看似为非常无辜
Deception can look very innocent



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
的事, 4 就设诡计, 假充使者, 拿旧口袋和破
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 5 将补过的旧鞋
穿在脚上, 把旧衣服穿在
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
是干的, 长了霉了。

JOSH 约书亚记 9:3-6



6 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 对他和以色列
人说: “我们是从远方来的, 现在求你与我们
立约。”

JOSH 约书亚记 9:3-6



... 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现在求你
们与我们立约。’ 12 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
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
看哪, 现在都干了, 
长了霉了。

JOSH 约书亚记 9:11–13



13 这皮酒袋, 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 看哪, 
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 因为道路
甚远, 也都穿旧了。

JOSH 约书亚记 9:11–13



以色列人对这些希未人说: “只怕你们是住在
我们中间的, 若是这样, 怎能和你们立约呢?”
8 他们对约书亚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
亚问他们说: “你们是
什么人? 是从哪里来的?”

JOSH 约书亚记 9:7-8



1. 欺骗可以看似为非常无辜 Deception can look very innocent

• 完全让约书亚和他的手下措手不及
Totally put Joshua and his men off guard

• 欺骗的目的就是误导他人
The purpose of deception is to deceive



1. 欺骗可以看似为非常无辜 Deception can look very innocent

• 欺骗的目的是使我们偏离神的旨意
The purpose of deception is to divert us from God’s will

•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欺骗的主人
We must also be aware of the master of deception

• 撒旦是欺骗之主
Satan is the master of deception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
天使。

2 COR 哥林多后书 11:14



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 照着
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 都宣读了一遍。
35 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 约书亚在以色列全
会众和妇女、孩子, 并
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 
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JOSH 约书亚记 8:34-35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识透呢

JER 耶利米书 17:9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
效是由心发出

PROV 箴言 4:23



他们回答说: “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 是因听
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
事, 10 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 就是
希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
他录的巴珊王噩一切所
行的事。

JOSH 约书亚记 9:9-11



11 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
说: “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
色列人, 对他们说: ‘我们是你们的仆人, 现在
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JOSH 约书亚记 9:9-11



“你临近一座城, 要攻打的时候, 先要对城里
的民宣告和睦的话。11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
答你, 给你开了城, 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
劳, 服侍你。12 若不肯与
你和好, 反要与你打仗, 
你就要围困那城。

DEUT 申命记 20:10-15



13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 你就要用刀
杀尽这城的男丁。 14 唯有妇女、孩子、牲
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 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
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
的财物赐给你, 你可以
吃用。

DEUT 申命记 20:10-15



15 离你甚远的各城, 不是这些国民的城, 
你都要这样待他。

DEUT 申命记 20:10-15



1. 欺骗可以看似为非常无辜 Deception can look very innocent

• 欺骗在某些变化上, 听起来很像事实
Deception can sound a lot like the truth with some 
variations



但要凡事察验, 善美的要持守

1 THESS 帖撒罗尼迦前书 5:21



欺骗的2个教训 2 lessons about deception

1. 欺骗可以看似为非常无辜
Deception can look very innocent

2. 欺骗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
Deception happened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k counsel 
from God



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 从家里带出
来的这饼还是热的, 看哪, 现在都干了, 长了霉
了。 13 这皮酒袋, 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 
看哪, 现在已经破裂。我们
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
甚远, 也都穿旧了。”

JOSH 约书亚记 9:12-15



14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
和华。15 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 与他们立
约, 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

JOSH 约书亚记 9:12-15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 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JOS 约书亚记 9:14



4个决定 4 areas of decisions

· 生活伴侣的选择 Choice of life partner  

· 职业的选择 Choice of career 

· 事工的选择 Choice of ministry 

· 重要的人生改变阶段
Important Transitions 

2. 欺骗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 Deception happened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k counsel from God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祂, 祂就必成全。
PSALM 诗篇 37:5

- 将你的计划交给神 Commit your plans to God 



· 要敞开心态, 让神改变你的计划
Be open to let God change your plans 

例子: 2 SAM 撒母耳记下7章

2. 欺骗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 Deception happened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k counsel from God



无智谋, 民就败落; 谋士多, 人便安居。
PROV 箴言 11:14

- 愿意接受敬虔智谋的劝告 Be open to godly counsel

朋友加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PROV 箴言 27:6



看你们学习的工夫, 本该做师傅, 谁知还得有人
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
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
的人! 

HEB 希伯来书 5:12-14

- 在辨别善恶上成长 Grow in discernment



13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因为他
是婴孩。14 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
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HEB 希伯来书 5:12-14

- 在辨别善恶上成长 Grow in discernment



· "辨别 "这个词的意思是
"判断、区分、评估情况”
“discern” means “to judge, distinguish, evaluate circumstances”

2. 欺骗发生是因为他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 Deception happened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k counsel from God



CONCLUSION

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