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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福遍中國教會 成人主日學 
舊約綜覽 2009年 秋季 

11-1-2009 



舊約書卷分類 

舊約 39 

先知書 17 詩歌智慧書 5 歷史書 17 

摩西五經 5 以色列歷史 12 大先知書 5 小先知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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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歷
史分期 
(1/2) 

馬有藻

舊約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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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歷
史分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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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書淺介  

接著摩西五經之後，是十二卷以色列歷史書，從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建國直到被擄歸回時期的歷史。
由約書亞記至以斯帖記，簡易分為三組：

1. 王國前的歷史 (神治)  
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 

2. 王國時期的歷史 (王治)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下   列主紀上  列王紀下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下 

3. 被擄歸回時期的歷史 (外治)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6 

約書亞記簡介 
  學習目的：從以色列人進住迦南地的歷程中，認識神的作為與信
實。

  歷史背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後，經過四十年的曠野飄流，來到
約旦河東岸，預備進入神所賜的應許之地。迦南居民種族混雜，
道德極低落。迦南宗教敬拜多神，充滿殘暴、不道德的性格。在
宗教儀式中常以孩童獻祭、行淫、拜蛇。神藉著摩西警戒以色列
人必須將迦南居民除盡，免得受了他們的污染(利18：24-28，申
12：31；20：17-18)。以色列人所面對的是約旦河與征服迦南地
的挑戰。
創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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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1406-1375 B.C. 
  約書亞其人：嫩的兒子，原名何西阿，意為拯救，摩西為他改名
為耶和書亞(Jehoshua ，民13:16)，簡寫為約書亞，意為耶和華
是拯救。生於埃及，在曠野四十年，隨侍摩西左右 (出24:13, 
33:11, 民13:8, 14:30)。窺探迦南地的十二探子之一， 85歲繼任
摩西的職份，死時11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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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諸神

•  伊勒 (El) - 迦南諸神之首, 為造物主。
•  亞舍拉 (Asherah) - 伊勒之妻子。
•  巴力 - 又名哈達 (Hadad), 伊勒之子, 為七十個男女神
祇之首, 管理天空大地, 乃風雨之神, 司理植物之生長與
動物之繁衍。 

•  亞斯他錄 (Astoreth) - 巴力之妻, 是掌管星辰的女神。

迦南諸神缺乏道德品格, 又很殘暴, 在迦南人的宗教儀式
中, 以孩童獻祭, 行淫, 拜蛇等是常有的事。



8 

約書亞記簡易分段  

I.  進入迦南 (1-4章) 
II.  征服迦南 (5-12章) 
III.  分配迦南 (1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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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進入迦南 (1-4章) 
1.  立新領袖 (1章)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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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三次 ”當剛強壯膽”  

2.  刺探耶利哥 (2章) 
2:9-11 迦南人因神的作為心已消化。
  喇合名列耶穌的家譜(太1:5), 雅各書及希伯來書都誇讚她的信心和行

為(雅2:25, 來11:31) 

3.  過約旦河 (3章) 
3:10-11 “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神“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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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停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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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渡河的紀念物 (4章) 
4:9, 20 立十二塊石頭在約旦河中, 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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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3章
2) 7:2-8:29 
3) 8:30-35 
4) 10:1-27 
5) 10:28-32 
6) 10:33 
7) 10:24-71 

約書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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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征服迦南 (5-12章) 
•  爭戰的預備 (5章)：守割禮、守逾越節、停嗎哪，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 (5:13-15)。
5:8-9 國民都受完了割禮，就住在營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
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滾的意思），直到今日。

•  中部戰役 (6-8章)：攻取耶利哥城，艾城之敗 (亞干犯罪)。
6:18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恐怕你們取了那當
滅的物就連累以色列的全營，使全營受咒詛。

6:26 當時，約書亞叫眾人起誓說：「有興起重修這耶利哥城的人，
當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他立根基的時候，必喪長子，安門的時候，
必喪幼子。」 (參王上16:34) 

7:1, 21 亞干取了當滅之物
8:32, 34 約書亞將摩西所寫的律法抄寫在石頭上， 宣讀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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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征服迦南 (5-12章) 
•  南部戰役 (9-10章)：

  基遍詐降 (9章) 
9:14-15 以色列人受了他們些食物，並沒有求問耶和華。 於是約書亞與他們
講和，與他們立約，容他們活著；會眾的首領也向他們起誓。

  戰勝亞摩利聯盟 (10章) 
10:12 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約書亞就禱告耶和華，在
以色列人眼前說：日頭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亞雅崙谷。

10:14 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是因耶
和華為以色列爭戰。

•  北部戰役 (11-12章)：
  夏瑣之役 (11章) 
11:4 這些王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人數多如海邊的沙，並有許多馬匹車輛。
11:6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你不要因他們懼怕。明日這時，我必將他們交
付以色列人全然殺了。你要砍斷他們馬的蹄筋，用火焚燒他們的車輛。」

  被征服的三十一王 (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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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戰役 
1) 11:1-5 
2) 11:7-8 
3) 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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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分配迦南 (13-24章) 
•  約旦河東之地 (13章) - 瑪拿西半支派和流便、迦得二支派  

13:1  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
許多未得之地， 

•  九支派半所得之地 (14-19章) 
  迦勒得希伯崙為業(14:6-15) 
  18:1 以色列的全會眾都聚集在示羅，把會幕設立在那裡，
那地已經被他們制伏了。 

  18:7 利未人在你們中間沒有分，因為供耶和華祭司的職任
就是他們的產業。

  約書亞得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拉城 。
  19:51 在示羅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拈鬮所分的地業。  

•  立逃城 (20章)：河東、河西各三座。
  20:9 這都是為以色列眾人和在他們中間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邑，使

誤殺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不死在報血仇人的手中，等他站在會眾面
前聽審判。

•  利未人的產業 (21章)：48座城，其中13個屬祭司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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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分配迦南 (13-24章) 
•  証壇的建立 (22章) 

•  22:3 你們這許多日子，總沒有撇離你們的弟兄，直到今日，
並守了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們當守的。22:4 如今耶和華你
們神照著他所應許的，使你們弟兄得享平安，現在可以轉回
你們的帳棚，到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但河東所賜你們為業
之地。 22:5 只要切切的謹慎遵行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
的誡命律法，愛耶和華你們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誡
命，專靠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  22:10 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約但河
的一帶迦南地，就在約但河那裡築了一座壇；那壇看著高大。

•  22:33-34 以色列人以這事為美，就稱頌神，不再提上去攻打
流便人、迦得人、毀壞他們所住的地了。 流便人、迦得人給
壇起名叫證壇，意思說：這壇在我們中間證明耶和華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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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分配迦南 (13-24章) 
•  約書亞之遺命及離世 (23-24章) 

23:3 耶和華你們的神因你們的緣故向那些國所行的一切事，你
們親眼看見了，因那為你們爭戰的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23:7 不可與你們中間所剩下的這些國民攙雜。他們的神，你們
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著他起誓，也不可事奉、叩拜； 

23:10 你們一人必追趕千人，因耶和華你們的神照他所應許的，
為你們爭戰。 

23:11-16 (v.14) 你們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華你們神所應許賜
福與你們的話沒有一句落空，都應驗在你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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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6 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將一塊大石頭立
在橡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 

24:31 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
行諸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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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舉目 第20, 21期 約書亞征服迦南地 上,下
  www.o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