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迦谷基督徒聚會(東區) 聖經概覽

聖經概覽-約書亞記
一、簡介
作者：原名何西阿(拯救者)，摩西改為約書亞(耶和華拯救)，這名相等于希臘文的「耶穌」
民 13:16 這就是摩西所打發窺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稱嫩的兒子何西阿為約書亞。
時間：1451-1426B.C.；地點：摩押的平原和迦南地
目的：約書亞記是完成神的救贖的一卷書。神的救贖的第一步就是領祂的百姓出埃及，脫離那
為奴之家，第二步就是領他們進迦南，享受神所賜的產業。
鑰字：(一) ｀起來＇; (二) ｀往. . . 去＇; (三) 剛強壯膽
書 1:2
書 1:3
書 1:4
書 1:5
書 1:6
書 1:7
書 1:8

我的僕人摩西死了‧現在你要起來、和眾百姓過這約但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列人的
地去。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了。
從曠野、和這利巴嫩、直到伯拉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落之處、都要作你們
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立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
在‧我必不撇下你、也不丟棄你。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列祖起誓應許賜給他
們的地。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行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切律法‧不可偏離左右、使
你無論往那裏去、都可以順利。
這律法書不可離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行這書上所寫的一切話‧如
此你的道路就可以亨通、凡事順利。

書 11:23 這樣、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切話、奪了那全地、就按著以色列支派的宗
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了。
書 21:44 耶和華照著向他們列祖起誓所應許的一切話、使他們四境平安、他們一切仇敵中、沒
有一人在他們面前站立得住‧耶和華把一切仇敵都交在他們手中。
書 21:45 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列家的話、一句也沒有落空、都應驗了。
主旨：本書記述約書亞率領以色列人進迦南，經過七年戰爭而得地為業的事。此書除了在以色
列歷史方面占重要地位之外，在屬靈的意義上也有很重要的價值。本書與出埃及記相映
照，與民數記相接，因為神拯救以色列人的目的，不但是為出埃及，脫離為奴之家，並
要領他們進迦南，承受應許美地，建立一個聖潔、祭司、屬神的國度。耶和華藉著爭戰
除去一切仇敵的權勢，預備那地。百姓藉著爭戰得著腳掌所踏之地為產業，耶和華得著
百姓為祂自己的產業。在他們身上建立祭司的國度，使他們成為聖潔的國民，讓萬國看
見神的居所與見證。
有人將本書比擬新約的以弗所書，其中的含義、教訓和真理都很豐富和深刻，要帶領我
們進入，並承受神在基督裏所賜的一切屬天、屬靈的福氣（徒二六 18；弗一 3-14；西一
12-13；帖前二 12；彼後一 11；啟二 7），但屬靈的爭戰仍是免不了的（弗六 10-12）。
本書雖然多講到神的應許和他大能的作為，但這與人的信心很有關係。人因信過約但
河，因信攻佔耶利哥，因信見到神榮耀，因信勝了諸仇敵，因信承受神的應許，因信得
分地為業，因信得以進入安息。（來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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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綱與內容
(一)進入迦南（1-5章）
1.神對約書亞的呼召。（書一）
(約書亞先是摩西的幫手，學習事奉神(民十一 28)。他具有持守的靈在山腰 40 晝夜，等候摩西
下山(出卅二章)。有爭戰的靈，順從山上舉手禱告的運行 (出十七 8~14)。有卓越專心跟從神的
靈(民十四 24)。神吩咐他晝夜思想神的話，而生命豐盛，明白神旨，心裏剛強壯膽，不失去神
的同在。)
2.窺探耶利哥—兩個探子和喇合。（書二）
書 2:18

我們來到這地的時候、你要把這條朱紅線繩繫在縋我們下去的窗戶上‧並要使你的父
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
來 11:31 妓女喇合因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不與那些不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喇合藉著得救的紅繩子是預表拯救罪人脫離死亡的寶血。喇合本是一個外邦人，是一個妓女，
住在滅亡之地；然而她因信蒙了拯救，出死入生。神還安排她作大衛的高祖母、基督的祖先，
君王、救主從她而出。奇妙的救恩！)
3.渡過約但河。（書三）
書 3:14
書 3:15
書 3:16

百姓離開帳棚、要過約但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頭、
他們到了約但河、腳一入水、（原來約但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兩岸）
那從上往下流的水、便在極遠之地、撒拉但旁的亞當城那裏停住、立起成壘‧那往亞
拉巴的海、就是鹽海、下流的水、全然斷絕‧於是百姓在耶利哥的對面過去了。
書 3:17 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上站定‧以色列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直到國
民盡都過了約但河。
(過約但河是指‘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死，也就是受浸時所表明的死。迦南是指信徒
與基督同死、同埋、同復活後，進入屬天的生活和境界，那裏有屬靈的爭戰和得勝。)
4.兩種紀念物—經歷基督十架舊人同釘的事實（書四）
書 4:8

以色列人就照約書亞所吩咐的、按著以色列人支派的數目、從約但河中取了十二塊石
頭、都遵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的行了‧他們把石頭帶過去、到他們所住宿的地方、就
放在那裏。
書 4:9
約書亞另把十二塊石頭立在約但河中、在抬約櫃的祭司腳站立的地方‧直到今日、那
石頭還在那裏。
(從河中取出十二塊石頭，立在吉甲；另將十二塊石頭留在河底。預表基督的死是站在我們的
地位而代受審判並拯救我們脫離審判。我們舊生命進入基督的死，新生命進入基督的豐盛。)
5.經吉甲守割禮(輥去了埃及的羞辱)—主觀進入與基督同釘十架的經歷。（書五 1～9）
書 5:4

約書亞行割禮的緣故、是因為從埃及出來的眾民、就是一切能打仗的男丁、出了埃及
以後、都死在曠野的路上。
書 5:5
因為出來的眾民都受過割禮‧惟獨出埃及以後、在曠野的路上所生的眾民、都沒有受
過割禮。
(割禮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也是以色列人在地上與萬民分別的記號。以色列人在埃及
並沒有這麼作（出四 24∼26），這樣的失去分別的見證就是‘埃及的羞辱’ 。今天信徒如果
失去分別的見證，也同樣是一種羞辱。每次爭戰以吉甲為出發地，一直站在十架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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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守逾越節與新食物—個人親自有分於「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書五 10～12）
書 5:10
書 5:11
書 5:12

以色列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利哥的平原守逾越節。
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喫了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喫無酵餅、和烘的穀。
他們喫了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了、以色列人也不再有嗎哪了‧那一年他們
卻喫迦南地的出產。

7.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基督為元首（書五 13～15）
書 5:13

約書亞靠近耶利哥的時候舉目觀看、不料、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來的刀、對面站立‧
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說、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書 5:14 他回答說、不是的‧我來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說、我
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
書 5: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說、把你腳上的鞋脫下來、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
書亞就照著行了。
(約書亞希望祂是一位幫助者，可是祂只作主，只作元帥。之後，約書亞承認祂是主，俯伏敬
拜，站在僕人的地位等候吩咐。)
(二)征服迦南（6-12章）
1.中部戰役（書六～八）
(1) 耶利哥的征服（書六）—不是人的武力，乃是神的能力。
書 6:8
書 6:9
書 6:10
書 6:11
書 6:12
書 6:13
書 6:14
書 6:15
書 6:16
書 6:17

約書亞對百姓說完了話、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走在耶和華面前吹角、耶和華的約櫃在
他們後面跟隨。
帶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後隊隨著約櫃行、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約書亞吩咐百姓說、你們不可呼喊、不可出聲、連一句話也不可出你們的口、等到我
吩咐你們呼喊的日子‧那時纔可以呼喊。
這樣、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把城繞了一次‧眾人回到營裏、就在營裏住宿。
約書亞清早起來、祭司又抬起耶和華的約櫃。
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時常行走吹角‧帶兵器的在他們前面走‧後
隊隨著耶和華的約櫃行、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第二日、眾人把城繞了一次、就回營裏去‧六日都是這樣行。
第七日清早、黎明的時候、他們起來、照樣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了七次。
到了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約書亞吩咐百姓說、呼喊罷‧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
給你們了。
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毀滅‧只有妓女喇合、與他家中所有的、可以
存活、因為他隱藏了我們所打發的使者。

(2)在艾城遭遇挫折（書七）
書 7:11
書 7:12
書 7:26

以色列人犯了罪、違背了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了當滅的物‧又偷竊、又行詭詐、又
把那當滅的放在他們的家具裏。
因此、以色列人在仇敵面前站立不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因成了被咒詛
的‧你們若不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不再與你們同在了。
眾人在亞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頭、直存到今日‧於是耶和華轉意、不發他的烈怒。因
此那地方名叫亞割谷、直到今日。［亞割就是連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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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是惟一的原因。雖然是亞干一個人犯罪，神卻看‘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
的約，…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3)艾城的征服。（書八 1～29）
書 8:18
書 8:26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說、你向艾城伸出手裏的短鎗、因為我要將城交在你手裏‧約書亞
就向城伸出手裏的短鎗。
約書亞沒有收回手裏所伸出來的短鎗、直到把艾城的一切居民、盡行殺滅。

(4)在以巴路山上的事奉和宣告。（書八 30～35。）
書 8:33

以色列眾人、無論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長老、官長、並審判官、都站在約櫃兩
旁、在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利未人面前、一半對著基利心山、一半對著以巴路山、為
以色列民祝福、正如耶和華僕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2.南部戰役（書九～十）
(1)與基遍人立約。（書九）
(2)在基遍打敗五個亞摩利王（書十 1～27）
(3)打敗瑪基大諸王（書十 28～43）
書 10:42 約書亞一時殺敗了這些王、並奪了他們的地‧因為耶和華以色列的神為以色列爭戰。
3.北部戰役（書十一～十二）
(1)在米倫打敗夏瑣聯盟。（書十一）
(2)被征服的諸王的名單。（書十二）
(總結打敗 31 個王，這些王都是一個祖宗亞巴，亞巴的意思是「巴力的力量」。巴力是西頓的
自然神，代表人天然的本性，從亞當下來以自己為中心的撒但罪性。)
(三)承受迦南（13-22章）
1.河東地的分配-二支派半。（書十三）
(流便支派、迦得支派、瑪拿西半支派所選擇的產業是依連在迦南的邊境。他們不在埃及，也不
在迦南，預表今天一班屬世的信徒，一面是在恩典中生活，一面是在世俗中生活。)
2.河西地的分配-九支派半（書十四～二十一）
書 14:10 自從耶和華對摩西說這話的時候、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年‧其間
以色列人在曠野行走‧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了、
書 14:11 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論是爭戰、是出入、我的力量那時如
何、現在還是如何‧
書 14:12 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裏有亞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
聽見了‧或者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
書 14:13 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迦勒祝福、將希伯崙給他為業。
(希伯崙（聯合、交通）成為迦勒的產業，因他專心跟從神（十四 14）。約書亞自己是最後分
得產業，他揀選了亭拿西拉－沒有人要的一塊不毛山地（書十九 50）。)
3.兩個半支派的錯誤。（書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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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遺命告別（23-24章）
1.約書亞最後的話：
(1)對長老、族長、審判官並官長，（書二十三）
書 23:11 你們要分外謹慎、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
書 23:12 你們若稍微轉去、與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國民聯絡、彼此結親、互相往來‧
書 23:13 你們要確實知道、耶和華你們的 神、必不再將他們從你們眼前趕出‧他們卻要成為
你們的網羅、機檻、肋上的鞭、眼中的刺‧直到你們在耶和華你們 神所賜的這美地
上滅亡。
(2)對眾百姓。（書二十四 1～28）
書 24:14 現在你們要敬畏耶和華、誠心實意地事奉他‧將你們列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所事奉
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
書 24:15 若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不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列祖在大河那邊
所事奉的神呢、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利人的神呢‧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
耶和華。
2.補記 - 約書亞的死、約瑟的埋葬和以利亞撒的死。（書二十四 29～33）

三、約書亞記附圖
(一) 以色列在迦南產業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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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色列進入迦南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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