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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迦南的预备工作 –书 1-2 

我們很容易忘記偉人之後的接班人, 你知道秦始皇之后的皇帝叫什么，或者林肯

之后的美国总统是谁，做为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也很可能会被遗忘。但是神仍然纪

念约书亚这位忠心的仆人。祂用约书亚这部书来告诉我们，在伟人摩西之后，祂是如

何祝福约书亚这位忠心的仆人。我们从约书亚身上，也能学习到一个全心敬畏神的仆

人的表現。 

I. 鼓勵並且提醒领袖－書 1:1-9 

约书亚记开始的两个段落就说明了约书亚记是一部承上启下的书。在書 1：1-5

节说明了摩西已经过世，约书亚接替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神会与约书亚同在

（書 1:5）。第二段强调在约书亚接替领袖的职位时要遵行的神的律法书。可以说，

这几句经文是全书中最重要的记载，因为约书亚就是遵行了这些要求而成为了一个伟

大的圣经人物。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

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

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

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

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

去，耶和华你的 神必与你同在。” （書1：6-9） 

A.神的话语-律法书 

在约书亚开始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已经被记载下来，写了下来成为以色

列人的律法书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書 1:8)。一些自由派神学

家不相信摩西五经写在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之前。他们认为摩西五经是在漫长的历史中

慢慢完善的作品。 

但是在约书亚记里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一幅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從这一段经文，我

们就看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己经有摩西写下来的律法书，而且这律法书是神自己的启

示。 

B.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启示 

  约书亚记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现代圣经书籍。神在各个时期都是不变的。创世纪，出埃

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时期的神也是我们今天的神。但是，摩西五经时期，

神对人的启示的方式是特殊的。神直接同亚伯拉罕对话，神在西奈山上见摩西。但是

在约书亚时期，除了他在第五章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及在军事上接受从祭

司那里得到的神的特别启示以外，约书亚與我们一样，神要求约书亚遵行那些记载下

来的神的话语，而不是指望着得到神特别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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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神的裝备 

约书亚知道神的话语，但光是知道是不够的。他还必须遵行。所以神裝备约书亚

的重心是让约书亚从心里遵行神的律法。 

a. 知道神的话 

神对约书亚的第一个裝备就是让他阅读学习律法。神的律法被写下来，是为了让

以色列人常常学习。在约书亚的时代，很可能就仅有一套律法书，就是摩西写

下的那一部。即便是这样，律法书不是高高地供在约柜里，不可碰触，而是要

常常被拿出来学习。神要求约书亞常常为以色列民诵读律法书。在進迦南以

前，整个以色列民族一起在以巴路山(ebal)和基利心山(Gerizim)诵读律法书

（申 31:11-13）。当时的律法书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圣经。

今天生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的基督徒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拥有一本自

己的圣经，可以随时随地学习。比较在其他没有宗教自由的地区的基督徒们，

我们实在沒有理由不认真地阅读学习圣经呢。特别是想要在神的事工上有份

的基督徒们，更應該認真阅读学习圣经來裝備自己。 

b. 传讲神的话语 

神这样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書 1：8a）。可见，神不光

是要约书亚自己知道神的律法，而且要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地与家人，士兵，

朋友们和以色列族里的其他人常常谈论这律法。在现代的社会中，常常有一种

倾向，就是基督徒们只在教会里谈论神的话语。过完了礼拜天，就使用完全不

同的一种语言，这样是会讨神喜悦的吗？ 

c. 思考神的话语 

神还要求约书亚说：“总要昼夜思想”(書 1:8b)。思想，也就是默想，不仅仅是

停留在知道和谈论神的律法这个层面上。默想意味着要仔细地对圣经话语进行

推理演绎。默想的目标是可以对所思考的原则进行实用。现代很多基督徒往往

最缺乏的就是对神话语的默想。只是每周去教会作礼拜，听听牧师讲道，交几

个基督徒的朋友，以為這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在其他时候的生活却与非基

督徒没有任何的区别。难怪基督徒们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没什么大的影

响?   如此的基督徒与属世的人的思考没有两样，以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也与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这些基督徒缺少的是什么？他们缺少的就

是对神的话语的思考。只有当他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成为我们

每日生活思考的一部分时，我们才会有不同的行为，并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

世界的产生一些影响。 

d. 遵行神一切的话语 

在神对约书亚的裝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

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書1:7)“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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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知道，传讲和思考的结果，必定是遵行。这是现代的基督徒们最容易失

落的地方。以现代社会的教育水平以及教会的圣经教育，圣经知识已经很容易

就可以获得。确实不少的基督徒都有挺丰富的圣经知识。只是，知道是一回

事，遵行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像是诗篇第一篇里描述的那位“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

1:3），而是更像“恶人”一样，所做的工“乃像糠秕被风吹散。”（诗1:4）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功，但是很多人却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没有遵行圣经里给约书亚的成功配方。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成功的秘密在于

知道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思考神的话语，最关键的是顺服遵行神的话

语。在神的国度里，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全然的顺服。这是约书亚成功的原

因。他是一个好将军，但不会比历史上其他成千上万的将军们更厉害。他是一

个有才华的人民领袖，但是不会比其他的才华横溢的领袖们更出色。约书亚

的成功秘诀就是知道神的话语并且遵行它，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在書23：6

节中记载着他在生命的尽头留给以色列的话语，与当年神给他的话语几乎一模

一样：“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

离左右。” 

II 命令全族－書 1:10-18 

在神指示完约书亚之后，约书亚担起了领导以色列人的重任。并开始传达他的第

一条命令：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

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 神赐你们为业之

地。’”（书1：10，11）约书亚好像对自己做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不是很有信心。这

可以从神吩咐他的话语里看出来。神一再地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书1：6），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书1：7），“你当刚强壮胆”（书1：9）。甚至以色列的

子民也对他说：“你只要刚强壮胆！”（书1：18）。这样一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

人，却在神需要他的时刻成为了神有用的仆人，成了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是如何

克服他的不足，成为领袖人物的呢？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领袖们有深刻

的实践意义。 

A. 忠心的过去 

 我们在第一课时已经复习过了约书亚的过去。他一直都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地做着神和摩西交给他的每一件工作。从出埃及到在旷野中的 40 年，让他

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人的软弱和神的本性。先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才能做一个忠心的

领袖。 

B. 神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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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呼召：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太28：19），我们要行善

（弗2:10）。不过，这里的呼召是指对某一个人和某一个事工特别的呼召。神对约书

亚的呼召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在民数记27章里记载着约书亚被拣选，又在进入

迦南地之前对约书亚吩咐“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

列人的地去”（书1：2）。 

 约书亚是当年窥探迦南地的12个探子之一。他很清楚迦南地的城墙是如何的结实，当

地的居民是如何的强悍。但是他不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看到的是这些都不是

问题，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战争的成功不在于以色列人有多么的强大，而在于神

是否与以色列人同在。当你确定去做一件事工时有神呼召，又怎么能不象约书亚一样

知道自己会战无不胜呢？ 

 神特别的呼召有多种形式。等待神的呼召，寻求神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时候

神的呼召是通过圣经的话语，当你在读以下经节时看到了这些经节在你生命中的应

用。有的时候是通过你当时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是通过神在其他弟

兄姐妹身上的工作。无论是那种形式，神的呼召是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领袖的重要成

分。 

C. 客观的启示 

 神的话语不只是写在书本上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谈论，思考和顺服神的话语。当

我们处在一个需要做决定的位置上时，唯有对圣经的透彻的了解才能帮助我们做出正

确的决定。可以说，在现今这个时代，神的启示都在他的话语里头。如果有特殊的启

示，也只会是极其特殊，极其稀少的情况。 

 在民数记 32 章和申命记 3：18-20 节里记载了吕便，迦得人和玛拿西半支派在约旦河

以东分地土，但他们要与其他以色列支派一起打进迦南的事情。约书亚记起了这部分

的记载，并且以此来命令这两个半支派一起进行军事行动。 

D. 對神的信心 

 要做好一个基督徒的领袖，對神有信心是非常重要，不論是在约书亚时代和在現代，

都同样地重要。神告诉约书亚：“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书 1：5）。这对于

约书亚来说，一定是他過去所经历的，也是他對未來需要的信心。神是在他的一边，

神呼召了他。他信任神。所以，只要知道神是在他的一边，约书亚必定是带着必胜的

信心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战场的。〝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 8:31) 

 人们会跟随这样的一个领袖。因为跟随这样的一个领袖，就是跟随神。所以在这一章

的结尾，以色列人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

的，我们都必去。 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惟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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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你的 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甚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

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书1：16-18） 

III．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 2:1-24 

   约书亚派遣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和耶利哥。在约书亚记后面的记载中，我们可以

看到这两个探子所带回来的信息对约书亚攻打耶利哥计划并没有起太大的帮助。可以

说约书亚不需要这两个探子带回来的消息。从这两个探子去到耶利哥城的结果来看，

与其说他们是去打探军事消息的，不如说是为了安排让喇合和她的家人在耶利哥城破

时被解救。好像在约 4：4 里记载着耶稣“必须经过撒马利亚”。其实从旅程的角度

来讲，不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耶稣特意去，因为那里有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在等

着得救。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做一些看起来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我们就象这两个探子

一样，并不知道事情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是在神的安排里，这些事情都有它特别的

意义。 

A. 丰盛的恩典 

  约书亚记是一部记载着神对迦南地的严厉审判的书。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创

15：16）满了。在约书亚记中，我们常常看到神命令以色列人彻底地摧毁迦南当地的

居民，就好像当年大洪水的时候，神将整个地面上的人都毁灭一样（挪亚一家除外）。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严厉审判迦南地的故事开始之前，喇合的故事先被记载了下来，

神的恩典记载在他的审判之前。 

 喇合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首先，她是一个外邦人。一个“…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

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 神。”（弗2:12）。其

次，她是一个亚摩利人。在迦南地还有许多其他的民族。但是亚摩利人的罪恶被神特

别地提出来。最后，她是一个妓女。这大概也是两个探子躲到她家里的原因之一。在

她家里，陌生人是最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的。喇合出生在一个罪恶的民族里，是一个

道德上败坏的人。在神的眼里，我们与她并没有真正的区别。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

唯有神的恩典可以救赎我们。   

B. 信心从听道来 

  虽然喇合是个看起来没救的妇人，但是她抓住了一件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她听说了

以色列的神(书2:8-11)。而这结果，就是她相信了这位真神，就像是在罗马书中写

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10:17）。我们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听到的关于以

色列神的故事。也许是从同那些在她那里来来往往的客人们闲聊的时候听到的。她不

仅是用耳朵听见了，而且是用心听到了。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外邦的亚摩利的妓女在

听到神就信了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对传福音的对象挑挑拣拣呢？ 

C. 因着信，喇合…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二課-进入迦南的预备工作–书 1-2  2/12/17 

6 
 

  在新约圣经里，喇合的信心有两次被提及。“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

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来11：31）“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

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雅2：25）她的信心是真的信

心。因为她有行动来确认她的信心。 

 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和她家人的生命危险把那两个探子藏起来的。去搜探子的人很可能

会不接受她的说法，而是进屋去搜到探子。如果是这样的话，象她这种卑微身份的

人，耶利哥王会毫不犹豫地把她处死，甚至可能还会连累到她的家人。在这种军事对

峙的情况下，喇合的做法是构成叛国罪的。为了她所相信的真神，她暫時放下了自己

的国家，人民，甚至家人。 

 喇合为了要得到神儿女的身份，放弃了自己的耶利哥城人的身份。神也接受了她的投

靠。神没有给喇合一个二等公民的身份。虽然她原是一个外邦人，一个亚摩利人，一

个妓女，从她的信心一开始，神就给了她完全的以色列人的身份。她与一位以色列人

结婚并且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太1：5，6）。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D. 朱红线绳 

 喇合帮助了两个探子后，他们答应在城破之时要救她和她家人：“你要这样行。不

然，你叫我们所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

系在缒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

（书2：17，18）有一些解经书说朱红线绳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并不确定在

这里朱红线绳是否有这样具体的象征意义。不过，神的救赎总是相同的，得救的人的

经历也是相似的。 

 我们真正懂得喇合的故事，就看到她与我们是何其相似。她的得救经历与我们在主耶

稣基督里的得救经历何其相似。 

IV   应用 

 从神对约书亚的吩咐中，我们看到学习和遵行神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你是否花

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学习神的话语上？你是否有遵行神的话语呢？ 

 神有足够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个人用。你是否接受了神白白给的救恩？你是否愿意

把这份救恩告诉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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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阅读讲义 

0. 分享从课堂上及讲义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愿意去遵行的信息. 

 

 

 

第二天: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3章 1-5节，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1.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听到探子的报告以后做了什么？ （3：1） 

 

2. a. 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等候在河岸边？（3：1-2） 

 

 

   b. 分享你因為相信神，而踏出信心的一步时的感受。 

 

 

3．阅读约书亚记 3:4和希伯来书 12：1-2，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a. 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与约柜相距 2000肘？（3：4） 

 

   b. 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应该如何定睛在神的身上呢？ 

 

 

   c. 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基督徒要放弃些什么？ 

 

 

   d. 你的生命里有哪些东西（罪，重担）阻挡你定睛在主耶稣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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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神为以色列人行神迹之前，他吩咐以色列人要“自洁”（1：5）。基督徒想要

经历神的大能，需要怎么做？（西 3:8, 14）？ 

 

 

第三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3章 6-17节，并回答以下问题  

5. a. 请描述过约旦河的过程。 

 

 

   b. 在整个过程中，“约柜”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 

 

   c. “约柜”为什么这么重要？ 

 

 

6.  請描述祭司的職責及重要性? 

 

7．你认为约书亚记 3:13-17节的记载是神迹还是自然现象？为什么？ 

 

第四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4章，并回答以下问题  

8．约书亚立了几处做纪念的石头？ 

 

9. a. 为什么神要让约书亚立做纪念的石头?（书 4：6-7,21-24，罗 15:4,林前 10:11） 

 

   b. 分享你经历神大能的经历，如此的经历如何帮助你与神的关系？ 

 

第五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 5：1-12，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二課-进入迦南的预备工作–书 1-2  2/12/17 

9 
 

10．a. 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对以色列军队有什么影响？ 

 

  

    b. 为什么神在此时要求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创 17:10-14） 

 

 

c. 割礼不只有肉体上的意义，其象征意义在新约里有多处提到。请给出在下面的经句中

割礼的意义。 

徒 7:5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罗 2:28-29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 2:11-1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 5：13-15，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11．a.你认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士 2：1-2； 6：11-13） 

 

    b.你從約書亞的反應上學到什麼功課？  

  

12．从约书亚记第 3-5章中，你認識了神的那些属性？如何影響你的生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