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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约旦河 –书 3-5 

你是否还记得，当一件你长久地盼望,希望會发生事情終於來到时的感受？也许是

你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 也许是你拿到美国签证的那一天，也许是你的第

一个孩子呱呱落地的那一天。 你翘首等待了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终于这一天到

了。对于集结在约旦河东岸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一天就是过约旦河的那一天。从以色

列人出埃及那一天起到这一天，整整 40年过去了。从神把这片土地应许给亚伯拉罕

开始到这一天，至少超過 430年。终于，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自洁，因为

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书 3:5） 

约书亚记的3-5章中记载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故事。这三章里记载的是同一个故

事。比如在第3章神告诉约书亚：“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

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3:7)。在第4章记载神带领以色列

人过约旦河以后如何实现祂给约书亚的应许：“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

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4：14）。同

样地，在第3章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

支派一人，”（3：12）， 在第4章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从民中要拣选十

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4：2-3）。在这三章里常

常出现这样的重复記載。我们需要同时看这三章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歷史故事。 

I. 约柜 3:1-17 

 

在过约旦河这个故事中，过河的方式明显类似于过红海（书 4：23），其作用不

言而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约柜的作用。约柜的重要性体现在这个词被多

次重复提及：在第 3章中被提到 11次，在第 4章中被提到 7次。 

约柜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是在出埃及记 25章，耶和华指示摩西建造约柜。约柜不

是很大，估计是一个 3英尺 9英寸长，2英尺 3英寸宽，2英尺 3英寸高的盒子。它

里外包金，上面盖着纯金的施恩座。施恩座的两头是两个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

恩座。耶和华象征性地住在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出 25：10-22） 

A.神的同在 

约柜由祭司们抬着，带领以色列人行走。“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

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民10:35-36） 

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祭司们抬这约柜走在前面，就是神他自

己行走在以色列人前面。神亲自的带领是我们属灵事工成功的必要条件。当年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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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神带领时，拒绝跟随；当神不带领时，试图前进。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民 14）。

无论什么时候，去哪里，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在神的带领下前进。只有神自己才能给我

们胜利。 

B.不变的神 

约柜也让我们看到神是不变的。这位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神就是那一位带领摩

西和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这位带领以色列征服迦南的神就是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

及的神，也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约柜象征着神的主权和能

力。过约旦河这个场景与过红海的场景非常相似。这两个神迹是神特意安排，让我们

知道，神的能力和主权在现在和 40年前是一样的。 

C.神的圣洁，公义和恩典 

约柜里放着写着神的律法的石板，是神圣洁的象征。它是神公义的本性的表现。以

色列人不断地違背神所賜的律法。在约柜里有记载着这律法的石板，鸿而坐在其上的

两个基路伯之间的是耶和华。神往下看时，衪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所違背的、神所賜的

律法。所以，约柜是时常提醒人们神的审判。但约柜不只代表神的审判，它也象征着

神的恩典。在约柜上盖的是施恩座，每年赎罪日大祭司把血灑在施恩座上，替以色列

民赎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罗 6：23），在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人把手扶着献

祭的动物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这些动物替这些应该被治死的以色列人被杀死。血

灑在施恩座上，遮盖以色列人所違背的、刻在石板上的律法。这个仪式可以追溯回伊

甸园时，神为亚当和夏娃杀死了动物，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创 3：21）。这个仪

式的高潮是耶稣在各各他山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用衪的宝血献上永远的祭。 

II祭司的職責 3:6-8; 13~17 

在這過过约旦河的過程中，祭司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他們聽到約書亞的指示"「你

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過去。」"(書 3:6a)，他們也遵守了，"於是他們抬起約櫃，在

百姓前頭走。"(書 3:6b)，不但在前面走，到了河邊，看到急流的水，仍然願意憑著信心

踏進去(書 3:15)，於是神使鹽海下流的水全然斷絕(書 3:16)，於是百姓可以過去(書 

3:16)，因為祭司的信靠順服，神除去了約但河的障礙，百姓可以開始走進約但河。但在

百姓繼續往前走的時候，神要祭司仍然站在河裡(書 3:8b)，他們也遵守了。(書 3:17) 一

直到神指示他們從約但河裡上來(書 4:17)。因為祭司的堅定不移，使百姓們可以安全渡

過。這也提醒了我們父神對我們的保守與看顧。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大祭司，除去了我們

因罪所造成的與神之間的鸿溝。使我們可以藉這衪進入安息。聖靈也像大祭司，在我們心

中堅定不移，在我們奔走屬天路時，在父神面前為我們禱告。根據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

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們也有祭司的身份，要把人帶到神面前，也把神介紹給

他們。我們要過這信靠順服，堅定不移的祭司生活。林前六:19~20說〝豈不知你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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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就是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我們生存的目的與價值就在榮耀

我們的神，就是反映我們神的榮耀，讓更多的人認識耶穌基督。 

III 永远的纪念 4:1-24 

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神吩咐要取12块石头做证据，纪念过约旦河时神所行

的神迹(書4:5-7)。在第4章的记载中，似乎记录了两次用石头做纪念。一次是在4：9

写着“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

日，那石头还在那里。”一次是在4：20写着“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

约书亚就立在吉甲”。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一次立石做纪念。认为4：9记载的是指

从祭司在约旦河站立的地方取了12块石头（参见NIV译本）。 这12块石头就是4：20

所记录的立在吉甲的石头。无论这做纪念的石头是一次还是两次立起，都不影响这行

动的意义。 

A. 在以色列人中做纪念 

立这纪念石的首要意义是为了提醒这批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这批人将要面对的

是多年的征战，他们一定会有失去勇气的时候。这纪念的石头常常可以激励他们。

“‘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 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

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書4:5,6）这纪念

石被立足吉甲，也是以色列人的大本营。所以他们可以常常回到纪念石前，想起神曾

经在他们中间行过大能。 

B. 在以色列人的子孙中做纪念 

    立着纪念石的第二重意义是为了提醒以色列人的后代要纪念神的大能。“…日你们

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甚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

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

作以色列人永远的记念。’”( 書4:6,7)“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

石头是甚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

和华你们的 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 神

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 書4:21-23)。象律法书一样，

也要常常將神的神迹奇事告诉下一代。 

C. 在万民中做纪念 

最后，这也是为了要使天下万民都知道那唯一真神的存在和他的大能。“要使地上

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 神。”（書4：

24） 

IV．行割礼和守逾越节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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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了约旦河以后，迦南地人都听说了神使约旦河水干了的神迹，“他们的心因

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書 5：1）这个时候，按照人的智慧，

应该是趁着我方士气高涨，敌人士气低落时，一鼓作气地进攻。但是，这个时候神却

喊了“暂停！”他要以色列人做两件事情：行割礼和守逾越节。“那时，耶和华吩咐

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书 5：2）“以色列

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书 5：10)。 

神曾经明确地告诉亚伯拉罕，迦南全地要赐给他的后裔。而行割礼是神在与亚伯

拉罕立约的记号。“‘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 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

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

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创17：8-11）

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要以色列人通过行割礼来记住並且遵守衪的约。 

行割礼对一个在战场上的军队来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军队在手术后的

几天内会失去战斗力。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就曾经用行割礼作为计谋，让示剑人失

去战斗力，杀死了侵犯他们妹妹的示剑人（创34）。 

但是，神的智慧是高于人的智慧的。短暂的军事胜利远远比不上人心归附神重要。

这个仪式的意义就在于此。割礼是守神的约的记号。行割礼就好比是给属神的人做的

记号。就象在新约时代，我们用洗礼这个仪式来让人来宣告他是属耶稣基督的，是重

生得救的人。而守逾越节是为了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好象我们领圣餐是为

了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带领我们脫離為罪的奴僕的生活一样。 

在吉甲，神让以色列人重温神的约，衪的应许和拯救，预备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

做神的子民。神不在意以色列人用刀剑去取得胜利。衪让以色列人停下来，为的是让

他们的心归向衪。我们也要常常停下了，看看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为神做什么固然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是什么关系。比起我们手中的剑，神更喜爱我们顺服的

心。 

V．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5:13-15 

   在攻打耶利哥之前，约书亚去观察敌情。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陌生人。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 

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 

说：‘我主有甚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

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书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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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约书亚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位陌生人是谁。当他告诉约书亚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

帅”时，“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正是神自己。因为如果不是神，是不敢接受人的敬拜的（徒 14:8-20）。当然，有这

个结论也是因为在圣经的其他部分，也記載了神也以人的形态出现的例子。 

最早是在伊甸园里，我们知道神在亚当夏娃面前出现时，有声音，能行走（创

3:8）。在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之前，亚伯拉罕接待的 3个人中有一个就是以人的形态

出现的耶和华自己（创 18）。还有一次是与雅各在雅博渡口摔跤的人。他降服了雅各，

并给他改名叫以色列。 

耶和华的军队也在圣经的不同地方出现过。在创 32：1，2 节中记载了雅各遇见

“神的军兵”。在列王记下第 6 章记载了先知以利沙祷告神开他仆人的眼，他的仆人

“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王下 6：17）。耶稣基督也曾经提到如果他

愿意，他可以“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太 26：53）。在这里的这位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可能也带领了神的天使军兵来帮助约书亚。这对约书亚一定是一

个极大的鼓励。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神的帮助是实在可见的。确实，摧毁耶利

哥城墙的不是以色列人，而是神自己的军队。 

B. 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 

当约书亚问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时，按照故事后来的发展，

神是来帮助以色列的。但神却回答约书亚说：我既不是帮你的，也不是来帮助你的敌

人的。我是来统领天使军兵的。 

神不是来辅助约书亚的工作的。神才是约书亚在做的事情的真正领袖。我们基督徒

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大声宣告我们要做的事工，然后让神来祝福。神岂是任我们差

遣的对象吗？只有神有主权宣告谁是祂拣选的，谁是祂祝福的。而不是由人来宣告。 

我们也常常会把神局限在我们的想象力范围之内。我们把祂局限在宗教之中，按自

己所在的宗派想象这位神，改革宗，路德会，浸信会，长老会等等，大家都觉得神更

喜欢自己的理解的教义。我们把祂局限在文化之中，按自己的文化背景来想象这位神，

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犹太文化，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不是中国人被神拣选。我们把祂

局限在传统之中，按着自己的成长经验来想象这位神，敬拜的方式，敬拜的音乐，敬

拜的地点，神真的就更爱某一种传统吗？让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边，象约书亚一样，

在神的面前“俯伏在地下拜，” 只问祂：“我主有甚么话吩咐仆人？” 

VI   应用 

• 神让以色列人抬着约柜过约旦河。神的约柜象征着他的圣洁，公义，审判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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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不要有一刻忘记神的本性。你是否了解神的公义和审判是什么？你是否明

白神的恩典有多好？你是否知道要努力过圣洁的生活？ 

• 神既然賜給我們君尊祭司的身份，我們是否願意信靠順服，堅定不移來宣揚那召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  

• 神也特别地让以色列人立石为记，让他们自己，他们的后人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位真神的存在和能力。神在你生命中行过什么样的神迹奇事？你是否有立石为

记？你是否与你的家人朋友分享过这样的见证？ 

• 我们的神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不要把全能的神变小，变成同我们一样的人。

让我们时刻记住祂是我们的元帅。当我们事奉神的时候，不要想着神是不是帮助

我们的，只要询问“我主有甚么话吩咐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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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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章 1-21节，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1. 攻打耶利哥城时，神给了约书亚什么应许？（6：2） 

 

 

2. a. 神吩咐约书亚要如何攻打耶利哥城？（6：3-5） 

 

 

 

   b.如果你是约书亚，对于这战术计划，你会有甚麼想法? 你會怎么做? 

 

   c.约书亚是如何执行神的作战计划？（6：6-19） 

 

 

   d.從約書亞在 16~19對百姓的吩咐，你對約書亞有何認識？值得我們學習嗎？ 

 

   e.请分享在你的生活中，你凭信心顺服神所给的不寻常的命令，而得胜的经历。  

 

3．阅读弗 6：12-18和徒 20:8-30; 加 5：16-17； 西 2:8；来 3：11-12，并回答以下的

问题 

a. 现代的基督徒一样也在征战。我们现在的敌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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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神给我们的作战计划是什么？ 

 

 

   c. 你如何执行神所给的作战计划呢？ 

 

 

 

第三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6章 22-27节，并回答以下问题  

4. 在耶利哥城破之日，以色列人如何对待喇合和她的家人？ 

 

5．神吩咐以色列人如何处理被攻破的耶利哥城？ 

 

第四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第 7章，并回答以下问题  

6．为什么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发怒？（7：1） 

 

 

7. a. 你认为攻打艾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7：2-15） 

 

  b. 我们有哪些敌人呢？罪如何让我们在敌人面前软弱？（加 5:19-21） 

  

第五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 7：16-26，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8．亚干是如何得罪耶和华的？（7：20-21） 

 

 

9. a. 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是如何对待亚干犯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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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犯罪的基督徒，？（林前 5:1-7, 约一 1：9） 

 

 

 

第六天 请阅读约书亚记 8：1-2并回答以下的问题  

10．a. 在罪被清理了以后，耶和华给了约书亚什么指示？ 

 

 

 

b. 请描述攻取艾城的军事行动。 

 

 

 

11．从约书亚记第 6-8章中，利用经文来说明神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