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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上一門課, 總有一個目標, 並且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的反省自己是否往這目標

前進. 課程是否成功是根據老師的忠心準備及學員的努力. 這是一堂大家必須都參與的課

程, 不是聽眾, 也不是觀眾, 而是用腦想, 用心讀, 用手寫, 用眼看, 用口說的一堂課. 

以下是我給大家學習的目標: 

1。認識神及祂的應許 

2。從約書亞記學習基督徒的生命 

 

约书亚概述 -出埃及记 17，24，33，民 13，14，27 

早在創世記中神就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为业（创 15:7, 15:18-

21）, 經過了長久年日，許多個世代，加上神不齗的琢磨，终于到了要进入迦南的时刻。

约书亚记就是这样一部记载以色列人如何征服迦南地的巨著。在这部輝煌的战争史篇里，

无处不彰显着神的荣耀。雖然约书亚是下命令的人，神才是这些征战的统领。而祂所做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神自己建立一群属于祂自己的儿女。就好象是现在這新约的时代，耶

稣基督战胜了魔鬼和死亡，为着使我们能够被救赎，成为神的儿女。 

I. 約書亞記簡介 

A. 在聖經中的地位 

旧约圣经的 39本书可以分为四大类：1.五经， 2.历史书，3.诗篇和道德书，4.预

言。约书亚记是历史书的第一部，记载了以色列人征服占领迦南地，并在迦南地安居

的过程。Francis Schaeffer 叫约书亚记为“桥梁/過度”，一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游

荡的年日，一头是他们在神應许给亚伯拉罕的安居之地生活。 

摩西五经的内容包含着：神创立世界并捡选了以色列人，并应许要賜給他們迦南地

（创世纪）。在出埃及记里，祂將過着為奴生活的子民拯救出来，开始了他们走向应

许之地的旅程。这段期间，祂给了以色列人律法（利未记）。民数记中记载了以色列

人在旷野的历程，一直到他们站在迦南地的進口。申命记记载了进入迦南地前的最后

准备工作。约书亚开始了進迦南地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约书亚记是以色列人历

史中的高潮，也标志着一段新的历史的开始。  

 B.作者 

约书亚记的作者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记载的模式显示作者在大部分事件发生的

時候都在現場。这点可以从其所描述的事件的细节看出来。有时作者也用第一人称来

描述（5：6）。整本书的写作风格很统一，说明大部分的内容是一个人写的。在一些

地方，约书亚被记载为作者（24：26， 18：9）。一些小的地方不可能是约书亚写的。

比如记载他的死的章节（24：29-30）以及他死后多年以色列人如何遵行律法的章节。

这些可能是以利亚写的。而以利亚的死又是他儿子 phiehus 记录的。在以色列的传统

中，将本书的作者归为约书亚。在现代的基督徒中，大多數的聖經學者认为约书亚是

本書的作者。不过，无论作者是谁，都不影响我们学习这部书和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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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写作时间 

本书应该是在所记载的那段歷史之后不久寫成的。如果征服迦南地是在 1400BC 左

右，那這本书也就在这不久之后完成的。约书亚记记录了大约 24年的历史。其中包括

7 年征战迦南地的历史，以及为以色列人分地，最后在约书亚 90 岁左右的时候，他对

以色列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問他們是否還願意事奉神。 

II 歷史背景 

我們知道神是掌管歷史的主宰，祂的一舉一動都是要成就衪的應許。因此當我們要知

道約書亞記歷史的背景時，我們首先要知道神的應許。當亞伯拉罕向神獻上感恩的祭，神

也以火燒盡一切的祭物後，祂給亞伯拉罕的應許記载在創 15：13-21: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

財物從那裡出來。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的歸到你列祖那裡，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日落天黑，不料，

有冒煙的爐，並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

「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

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神在迦南地向亞伯拉罕宣告這應許，因此這塊地就是約書亞要去兌現之地，要去領取

的應許之地。根據這段應許，在回來迦南以前，以色列人必須受苦四百年，這就是他們在

埃及為奴的日子。那寄居之地就是埃及。以色列人怎麼會跑到埃及去，又怎麼成為奴隸呢？

因為神使全地飢荒，唯有埃及地有一位神先派去的以色列的使者約瑟，他告訴法老王在豊

收年的時候要把糧食囤積起來，因此埃及成為全地中唯一有糧食的地方，因此在迦南地居

住的約瑟的父親雅各在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情況下，全家搬到了埃及。在沒有人干擾的

歌珊地成長，經過四代從七十個人增加到兩百萬人。剛開始時，因為約瑟的功勞，以色列

人安穩地在草原過畜牧的生活，但是由於人數增加迅速，新法老已經忘記約瑟，於是開始

耽心以色列人會叛逆，因此苦待以色列人。於是神派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摩西向埃及法

老行了十災，而使法老把以色列人趕出埃及。原本可以很快進迦南地，但是因為以色列

人不相信神的應許，因此在曠野流浪了三十八年，又到了進迦南的入口，就是在如此的背

景下，約書亞要帶領以色列人入迦南。 

III 战争与和平 

 以色列人要在神所安排的时间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神对亚伯拉罕说“到了第四代，

他們必回到此地(迦南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創 15：16）。当时间

到了，他就对摩西说：“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多國民，就

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

比你強大。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

也不可憐恤他們。”(申 7:1-2) 这是神发起的一场圣战，要剪除这些罪孽满盈的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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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约书亚记中记载了以色列人为进入迦南地而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约书亚记也因此

被称为“征服之书”。 

A. 战役地图 (Fig. 1) 

要更好地了解约书亚记，我们需要对以色列人进行的大小战役有所了解。图中标出

了以色列人对敌人的三大战役： 

中部战役 –攻打耶利哥，占领中部桥头堡，切断南北之间的联系 

南部战役 –攻打近处的南部各个国家 

北部战役 –长途进攻北部较远的国家  

B. 十二支派图 (Fig.2) 

在征服了迦南地之后，按照神的命令，约书亚和以利亚撒一起为各个支派分地。 

（民 34:1-5）。 

C. 神的应许实现 

神最早与亚伯拉罕立约，指出了他的后裔之地的边界是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出

15:18）。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前,神再一次更具体的细节告訴摩西（出 34：1-15）。

不是所有的敌人都在约书亚时代被摧毁，有一些城池一直到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才被征

服。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人未能完全地顺服神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神有自己的

时间表。 

IV．神裝備约书亚 

约书亚是约书亚记的灵魂人物。但约书亚不是在本书中才出现。他的故事在出埃及记，

民数记和申命记里都有记载，一共有 27处的记载。 

A。神是我的力量 

约书亚第一次出现在出埃及记 17：8-16。当时他带领以色列军队在打他们出埃及

以后的第一场战役。那场战役是针对亞瑪利人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重要之处在于

这场战争进行的過程。当时，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军兵与亞瑪利人厮杀，摩西远远地

在一个山坡上看着战场。当他举起手中的杖时，以色列军就占上风。当他的手垂下时，

以色列人就败走。所以与摩西一起观看战争实况的亚伦和户珥就扶着摩西的手，让他

的杖一直高举，直到亞瑪利人被打败。 

这次的经历是神特别设计的，为了要给以色列人，约书亚和摩西一个完全清楚的认

知：虽然在打仗的是以色列人，但是让他们得胜是神。神完全可以不用摩西举杖，就

让以色列人赢得整个战役。但是通过这么形象的展示，约书亚学会了一个他一辈子都

记得的功课是〝領袖的能力不僅僅是在所使用的刀劍，真正的能力是從神而來。〞這

正符合聖經中的教導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撒 4：6）。这个功课也特别地为约书亚记录了下来。（出 17:14-16）從亞瑪利人

的後果，约书亚也學到〝神是絕對不會容忍反對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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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摩西的帮手 

约书亚的第二次出现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神的律法时。 陪伴摩西一同到西奈山

的有亚伦，拿答，亚比户以及以色列的 70名长老（出 24：9），“他们看见以色列的

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

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出 24:10-11）這個場面提醒約書亞: 

1。在神面前吃喝 

• 吃食物為了我們能執行身體的功能。所吃的東西成為我們的身體。 

• 聖經中經常說到在神面前吃喝。逾越節就是很好的例子。 

• 新約中的領聖餐是另一個例子。 

• 基督再來時的婚宴。 

2。整個人都是神所造的也是被神所接納的。 

3。神提醒約書亞，不論看得見或看不見，神都在其中。 

4。毫無疑問，如此的經歷，幫助約書亞了解，神與我們是非常接近的。衪就在這

裡，就在我們身邊。 

可惜亚伦和这些长老们转眼忘记神的荣耀，在百姓的噪聒声中铸造金牛犊。而

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一个人陪伴着摩西“上了神的山”（出 24:13），孤独而忠心

地在山上等候了他 40天。约书亚被称为了摩西的帮手。出 32：17 約書亞聽見百

姓呼喊的聲音。他看到人的敗壞，他看到摩西所發的義怒。以下是他所學到的： 

1。約書亞看到屬神的人犯了如此可怕的罪。（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2。為神發義怒是可能的 

C。唯有神配得榮耀 

民 11：24~29 ：當被召的長老沒有到會幕前，在自己的營中，但神的靈仍然停在

他們身上，他們也說起預言。約書亞要摩西去禁止他們。摩西在民 11：29 的回答教

導約書亞。因此他學到了： 

1。唯有神配得一切榮耀。神的靈願意降臨在每一個屬於祂的子民. 

2。一位領袖千萬不可把自己看成神。 

3。神被祂自己的屬性所限制，祂永遠不會違背。但是人（甚至是領袖）千萬不要

立下規定來限制神，神是不會遵守的。 

D。信心的重要性 

约书亚的故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 12 个探子的故事。出了埃及約 2 年的时间，以色

列人到了迦南地的边界。摩西派了包括约书亚在内的 12个探子去侦察情况。他们带回

来的报告是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民 13:27）, 并带回了那地产的葡萄，石

榴和无花果。但是，关于是否要进入迦南地这件事情，这 12个探子有不同的看法。其

中的 10名认为“住那地的民强壮，城阜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的

人。”（民 13:28）“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

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一課:約書亞記概述  2/5/17 

5 
 

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民 13:32-33） 这 10名探子

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而约书亚和迦勒有不同的看法。他们

把目光聚焦在神身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敌人的强壮，而是神的应许。“我们所窥探，

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

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拍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

们的食物，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民

14:7）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选择，他們听从了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

这样选择的后果，就是在旷野了游荡了 38 年，直到所有当时 20 岁以上的一代人全部

死去。除了有信心的约书亚和迦勒，没有人可以进入迦南地。而约书亚也一直持守这

样的信心，直到他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直到他生命的尽头。約書亞學到了： 

 即使大多數的人都反對，約書亞仍然相信神而堅定不移。即使在大多數屬神的

人反對的情況下而使他有身體有受害的危險，他仍然表現出他的勇氣願意與衆

不同。 

 約書亞也學到，神的子民是如此嚴重的悖逆神，也因此受到神嚴厲的懲罰，而

不能進入應許的迦南地。這懲罰是約書亞親眼看見的。神是守約的。 

E。做首领 

在民数记 27：18-23记载了约书亚被神拣选为摩西的接班人。这件事在多处被提及。

约书亚被拣选为摩西的接班人一定是在摩西在世做领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约书亚做

了多久的接班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约书亚一直谦卑地做摩西的副手，直到神完

美的时刻来到，正式地膏他为以色列的领袖。“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

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 

(申 34:9) 

一位真正的領袖必定是神所按立的。而不是人的按立，甚至摩西也沒有如此的權柄。

一位單單以人的眼光所立的領袖，他所能成就的就只有靠他自己的魅力，而沒有屬

靈的影響力。 

F。前輩的忠告 

申 31：2~8，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差派與交棒並且訓誨。約書亞學到了： 

1. 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神必須領路，如此衪的子民才不會害怕。

接下來的就是領導人約書亞，他之所以可以不懼怕，因為神在他前面。而不是他有

什麼驚人的能力或是足夠大的信心。這個順序是不能改變的。 

2. 神過去在我們身上的作為，可以肯定祂仍然會在未來彰顯祂的作為。 

3. 神的子民要時常回憶神不斷的，信實的作為。神的子民不但要藉著聖經回顧祂

在歷史上的作為，也要回顧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確實看見神過去的保守而不要為 

明日耽憂或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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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最後一個功課 

約書亞學到的是，沒有一個人重要到一個地步是無人能取代的。但是每一個人的確

有獨特之處。人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不像是在砌磗牆，如果拿下一塊，就擺上另一

塊一模一樣的磚塊。這就是神給每一個領導人都有獨特個性的奧妙之処。 

H. 約書亞預備好了-申 34：9 

1. 約書亞接下這領導的地位，不是一個機械式的決定，或是理所當然的決定，而

是他發自內心而作出的一個決定，他願意接受如此挑戰的責任。 

2.雖然神預備一個人，但是這個人是否成為真正的屬靈的領袖，他必須不停的，

真實的，每時刻的作理智的決定。 

3.預備一位屬靈領袖是不是總是要一段長時間。 

I. 不懼怕了-申 28 ：1~14。 

 神的帶領與神的同在是約書亞與百姓不要懼怕的原因。 

V   应用 

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到神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

南地，耶和华的公义，信实和恩典一幕一幕地展现给以色列人看。摩西所带領出了埃及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游荡，並且死了，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卻成长起来，终于成了进入迦南地

的一代人。 

迦南地是流着奶与蜜之地，是神的应许之地。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

靠着神征战，打败了比以色列人更强大的迦南各个民族国家。在属灵的生命里，我们受圣

灵的洗成为以色列人后嗣，也要进入迦南地。如今，我们不是在战场與敌人肉搏，我们是

與天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弗 6:12），我们必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弗 6:13-18），

靠着得胜的耶稣基督征战。  

 神所赐的军装你穿上了吗？   

 神的子民必定經歷神，所經歷的必被神所用。 

 遵守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是神同在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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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战役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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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十二支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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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閱讀講義 

0. 分享從課堂上及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信息. 

 

第二天:请阅读约书亚记第一章 1-9节，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1. 第 1 节里, 作者如何稱呼以色列人偉大的领袖摩西？如何幫助我們作領袖？(参閱可

10:42~45) 

 

 

2. 从下面的这些经节里列出约书亚做为一个优秀领袖的特性：出 17:8-10; 24:12-18;民

13:16-14:9。 

 

 

3．当神拣选约书亚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时，给了他３个具体的应许。 

 a. 请列出这 3个应许 

  

  b. 这些应许会如何帮助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获胜？ 

 

  c. 神给了你那些具体的应许让你的灵命更强壮？ 

 

4．神对约书亚的应许不是无条件的。要享有神丰富的平安和顺利，他在第 6-9 节对约书

亚有明确的要求。 

  a. 神要约书亚遵循哪些命令？ 

 

  b. 在 7，8节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用来强调神的要求，这个词是什么？ 

 

  c. 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不能享有神丰富的平安和顺利？ 

 

第三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一章 10-18节，并回答以下问题  

5. a.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第一道命令是什么？ 

 

  b.在约书亚的命令中，他做了 3件重要的事情帮助他建立自己的领袖地位。请列举  

   这三件事。 

 

  c. 我們要如何預備自已呢？(出 19:10~11；代下 17:3~6；約 6:28~29)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一課:約書亞記概述  2/5/17 

10 
 

6．摩西已经答應吕便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要將约旦河东岸的地土賜給他 

 們（務必請讀民 32:1-20, 申 3:12-20）。 

  a. 为什么他们要参加征服迦南地的战役，而且还要打前锋？ 

 

  b. 你是否也願意冲在前头做主的工作？如何？ 

 

 

7．a. 吕便人，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是如何回应约书亚的？（書 1:16-18） 

 

   b. 你如何應用從他們身上學到的功課？ 

 

第四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 2：1-21，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8．你认为喇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太 1：5，6，來 11：31， 雅 2：25） 

 

9．喇合为什么要冒险隐藏探子的行踪？ 

 

 

10. 喇合对探子提出了什么請求，探子是如何回答的？ 

 

 

第五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 2：22-24，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11．虽然迦南地的情况没有变化，但是摩西派出的 12 个探子和约书亚派出的 2 个探子回

来后汇报的情况完全不同。列出他们的不同之处。（民 13:27-29, 書 2:23-24） 

摩西派出的 12个探子              I          约书亚派出的 2个探子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仔细想一想你现在生活中(工作，經清狀況，身体狀況，夫妻關係，教養子女，人際

關係，教會服事。。。等等)遇到的难处，你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是消极的，挫败的，还是

喜乐的并盼望着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為什麼？ 

 

 

13．从约书亚记第 1，2章中，你認識了神的那些属性？利用经文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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