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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是神帶領以色列子民經過 40 年曠野之路，進入應許之地的全新開始。面對新的領
袖，新的一代，新的地業，需要新的恩膏，新的策略，來面對擺在前面的爭戰。如今教
會也是面對一個新的開始，2055 大樓的購買代表著神要帶領我們進入夢想的明天，一個
新的領域，同時也要面對新的挑戰。藉由約書亞記讓我們一同學習，怎樣靠主剛強，得
地為業，不但是整個教會，而且是每個個人都必需明白的功課。

日 期

內 容

進 度

1. 9/13

第一講 簡介及新的領袖

簡介

2. 9/20

第二講 進入迦南（ㄧ)：預備, 探子與喇合

書 1-2 章

3. 9/27

第三講 進入迦南（二)：過約旦河, 割禮

書 3-5 章

4. 10/4

第四講 征服迦南（ㄧ): 耶利哥之戰

書6章

5. 10/11

第五講 征服迦南（二): 艾城之戰的敗與勝

書 7-8 章

6. 10/18

第六講 征服迦南（三): 基遍的詭計與五王之戰

書 9-12 章

7. 10/25

第七講 劃分土地 (一) 河東, 猶大, 以法蓮

書 13-17 章

8. 11/1

第八講 劃分土地 (二) 七支派分地, 逃城

書 18-21 章

9. 11/8

第九講 證壇與約書亞的遺命

書 22-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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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簡介及新的領袖
約書亞記是舊約十二卷歷史書的第一卷書，而根據猶太傳統，希伯來文舊約聖經是以三部分組成：律
法書、先知書和聖卷。 約書亞記是被列為先知書的第一卷。
此書看見神呼召約書亞接替了摩西領導的棒子，帶領新的一代以色列民，爭戰進入上帝對以色列的列
祖所作的應許，承受迦南地為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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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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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1:3-14），但屬靈的爭戰仍是免不了的（弗 6: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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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約書亞記中的聖戰: 進迦南的爭戰也看見神為祂子民爭戰的主題（書 10:14, 23:3, 10）
約書亞記中的基督: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書 5:14-15 )
約書亞其名與其人
他的名原為何西亞（民 13:8），意即“他拯救”，但摩西為他改名為約書亞（民 13:16），Yehoshua，
意思是“雅巍拯救” 即“耶和華拯救 ”（Yahweh saves），這名字相當於希臘文的“耶穌”。

一. 摩西五經中的約書亞
1. 戰士：戰敗亞瑪力人 出 17:8-13
2. 摩西的幫手：忠心可信賴 出 24：13, 33：11 。
3. 曾要摩西禁止不到會幕的兩長老說預言 民 11:28
4. 窺探迦南有信心的探子 民 13:16, 14:6,30
5. 心中有聖靈的人 民 27:18
6. 領受神要摩西分給他的尊榮 民 27:19-23
7. 全以色列民都知道約書亞是上帝命定繼承摩西的領袖。(申 31：3,7,23, 34:9)

二. 新的領袖, 新的恩膏（書 1:1-18)
1. 使命：“起來“; “往. . . 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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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許【書 1:5 ~ 6】
a. 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了。
b.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立得住。
c.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d. 我必不撇下你，也不丟棄你
3. 條件
a. 當剛強壯膽
b. 謹守遵行神的話
c. 晝夜思想神的話

默想與作業：
1) 請問神會呼召怎樣的人為領袖呢? 神若呼召你為領袖, 你願意嗎?有何需要克服的地方?
2) 請問你對此堂課的期待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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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進入迦南(一): 預備, 探子與喇合
一. 約書亞豫備過約但河（書 1:10-18)
1. 新的領袖, 新的恩膏（書 1:9）
2. 召聚領袖, 賦予使命
a. 吩咐官長走遍營中, 吩咐百姓當預備食物
b. 清楚的指示：三日之內要過河得耶和華所賜為業之地
3. 召聚河東的支派同往
a. 追念摩西的吩咐（民 32:1-32, 王下 10:32-33)
b. 獲得肯定與勉勵（書 1:16-18)

二. 窺探耶利哥—兩個探子和喇合 （書 2:1-24)
1. 從什亭（民 25:1-13)暗暗打發兩個探子
2. 耶利哥：耶利哥城(Jericho)則是一個古老的城市。它位于約旦河下游，背山面水，居高臨
下，形勢險峻，扼守了往西南去耶路撒冷，往西去伯特利和艾城的兩條隘道，所以是一個軍
事和商業重要據點。古城的面積大約是三公頃，建有九公尺高的城牆。1907 - 1909 年德國
考古學家發掘出耶利哥古城的里外兩面的城牆，相隔 10 - 12 尺，內牆有 12 尺厚，外牆則
有六尺厚和 25 - 30 尺高。
3. 喇合因信藏了探子：信心與行為（來 11:31,雅 2:24-25)
a. 喇合對神的認知（書 2:9,11)
I.
我知道耶和華已將這地……,
II.
耶和華你們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
b. 喇合為自己和家人求救恩的憑據（書 2:12-14)我知道耶和華已將這地……,
I.
救活父母、弟兄、姊妹和一切屬他們的
II.
朱紅線繩繫的記號
III.
喇合在基督耶穌的家譜中有份（得 4:21-22 太 1:5)

默想與作業：
1) 請問如何得知約書亞是ㄧ位有恩膏的領袖? 為何無人問要如何過約旦河, 對你有何提醒?
2) 喇合為何在耶穌基督的家譜中有份?你從喇合身上學到什麼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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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進入迦南(二): 過約旦河, 割禮
一. 過約旦河
1. 約書亞授權於官長, 給予百姓清楚的指示
a. 看見神的約櫃（利未人抬著）
b. 離開所住的地方
c. 跟著約櫃去
d. 與約櫃相離 2000 肘
e. 這條路向來沒有走過
f. 自潔
2. 神應許使約書亞尊大（書 3:7)
3. 對祭司的吩咐（書 3:8-17)
a. 約櫃用抬的
b. 在百姓前頭
c. 祭司的腳在約旦河的水裡站住
4. 神蹟的發生
a. 約旦河水漲過兩岸確斷絕立起成壘
b. 以色列人走乾地, 盡都過河
5. 立石為記
a. 每支派揀選ㄧ人下約旦河取一石頭帶到吉甲
b. 另十二塊石頭立在約旦河中為記
c. 為著後世的子孫能紀念神的作為
d. 為著地上萬民都知道神的手大有能力
e. 為著永遠敬畏神
6. 割禮
a. 出埃及後路上所生的男丁
b. 吉甲：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輥去
7. 守逾越節, 吃迦南地的土產
8. 約書亞見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a. 你是幫助我們呢? 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b. 要來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c. 脫下腳上的鞋, 因這地是聖的
默想與作業：
1) 立石為記的意義何在? 請問在你家中或小組有可紀念的石頭嗎? 請各列舉ㄧ
2) 在你生命中有受過割禮嗎? 有需要輥去的羞辱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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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征服迦南(一): 耶利哥之戰
一. 神的應許（書 6:2)
“ 已將耶利哥, 耶利哥的王和一切大能的勇士交在約書亞手中“
二. 戰略指示（書 6:3-10)
1. 圍繞耶利哥城六日, 一日一次（結 4:2)
2. 七個祭司, 七個羊角走在約櫃前面“吹角“（民 10:1-10)
a. 招聚（不要大聲）
b. 起行爭戰（大聲）脫離仇敵
3. 六日繞城, 不可呼喊, 不可出聲, 連一句話也不可
4. 第七日繞城七次, 吩咐呼喊的日子再呼喊
三. 耶利哥城塌陷（書 6:15-21)
1. 第七日清早繞城七次
2. 約書亞吩咐： 呼喊吧! 因為耶和華已將這城交給你們了
3. 城牆塌陷, 各人往前直上, 將城奪取（書 6:5, 20)
參考附圖及看 Video
4. 殺盡所有城中的人與牛羊驢 (書 6:21)
神太殘忍了嗎？(申 7:1-5, 18:9-14)
5. 救活喇合與一切屬她的家人親眷（書 6:22-25)
6. 不可取當滅之物（書 6:18)
7. 不可重修耶利哥而受咒詛（書 6:26)

討論：（請小組長帶領組員一起分享討論約 20 分鐘就請彼此禱告結束）
1) 對你而言誰是你的敵人? 耶利哥城代表了什麼?
2) 請問如何攻戰你的堅固營壘？難處為何?

作業：請將小組討論的心得寫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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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征服迦南(二): 艾城之戰的敗與勝
一. 第一次攻打艾城 （書 7:1-26)
1. 亞干取了當滅之物（7:1)
2. 以色列人輕看艾城, 艾城離耶利哥西北約十哩，在伯特利的東邊約兩三哩。 是ㄧ小城,只有一
萬兩千人（書 7:3, 8:25) 只派了 3000 人去攻打, 被殺 36 人, 敗陣
3. 約書亞俯伏在地(書 7:6-9 )
4. 神吩咐：起來, 處理罪惡（書 7:10-15)
神眼中的罪：違背了神所吩咐的約(書 7:11, 6:18, 申 7:25-26, 13:17-18) 不可取當滅之物
罪的影響:
a. 一人連累全族
b. 在仇敵面前站立不住
c. 成了被咒詛的
5. 從支派,家族, 家室取出亞干（書 7:14-18)
6. 亞干認罪（7:19-26)
7. 罪的處理：亞割谷（連累的意思）
a. 亞干所拿的當滅之物,及屬於亞干的都帶到亞割谷
b. 用石頭打死, 焚燒
c. 推石為警誡

二. 第二次攻打艾城（書 8:1-35)
1. 神的安慰, 神的策略(書 8:1-2)
2. 約書亞的順服及戰略（書 8:3-23)
3. 滅盡艾城所有的居民, 焚燒艾城, 但牲畜及財物可取為掠物（書 8:24-29)
4. 築壇獻祭, 將律法書抄寫在石頭上（書 8:30-32)
5. 宣讀神的話（咒詛與祝福）（書 8:33-35) 面對以巴路山, 及基立心山（申 27:11-13）

作業：
1) 何謂當滅之物? 該如何處理? 省查一下, 在我的生命或教會或小組中有亞割谷嗎?
2) 由艾城之戰來看屬靈爭戰得勝的要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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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講 征服迦南(三): 基遍的詭計與南征北伐
一. 基遍的詭計
1. 迦南七族同心合意要與以色列人爭戰（書 9:1-2)
2. 基遍人詭計的背景(申 7:1-2, 20:10-15)
a. 假冒由遠地而來（書 9:6-9)
b. 欲與以色列人立約
3. 以色列人並沒有求問耶和華與基遍人立約(書 9：14)
4. 以色列人發現受騙, 使基遍人成為劈柴挑水的奴僕（基遍：書 10:12, 代下 1:3, 尼 3:7)
5. 以色列人輕看艾城, 艾城離耶利哥西北約十哩，在伯特利的東邊約兩三哩。 是ㄧ小城,只有一
萬兩千人（書 7:3, 8:25) 只派了 3000 人去攻打, 被殺 36 人, 敗陣

二. 基遍之戰--南部之戰（書 10:1-43)
1. 五個亞摩利王合攻基遍（耶路撒冷, 希伯倫, 耶末, 拉吉, 伊磯倫）
2. 基遍人向以色列人求救
3. 神的應許與約書亞的禱告
a. 不要怕他們, ……他們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立得住（書 10:8)
b. 約書亞禱告耶和華：日頭阿，你要停在基遍；月亮阿，你要止在亞雅崙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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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0:14】
d. ＊＊雅煞珥書是一部希伯來文，以詩歌體寫成的選集，用以推崇以色列人的英雄
4. 五王被擒殺
“你們近前來，把腳踏在這些王的頸項上。他們就近前來，把腳踏在這些王的頸項上。
【書 10:24】
5. 約書亞攻取諸城（書 10:28-43)
“約書亞擊殺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諸王，沒有留下一
個。將凡有氣息的盡行殺滅，正如耶和華以色列的神所吩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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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10:40,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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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夏瑣--北部之戰（書 11:1-15)
1. 夏瑣王會合諸王與以色列人爭戰
a. 人數如多海邊的沙,且有馬匹車輛
b. 神的應許與策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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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奪了這些王的一切城邑，擒獲其中的諸王，用刀擊殺他們，將他們
盡行殺滅，正如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的。“【書 11:12】

四. 約書亞攻取之地的小總結（書 11:16-12:24)
1. 地界版圖: 山地、一帶南地、歌珊全地、高原、亞拉巴、以色列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從
上 西珥的哈拉山，直到黑門山下利巴嫩平原的巴力迦得。”山地指的是巴勒斯坦的中部和南
部這兩個部分﹔南地指的是死海西南的曠野地帶﹔亞拉巴指的是死海南 北、約旦河谷的低
窪地帶﹔哈拉山是南部曠野地帶﹔巴力迦得則是極北的地方，在利巴嫩山谷。
2. 時間：爭戰了許多年日, 將地分給各支派為業, 國中太平沒有爭戰了.
3. 爭戰的吩咐：盡都殺滅,
 除了基遍的希未人, 沒有講和的,
 特別提到在以色列人之地剪除亞納族人, 只在迦薩, 迦特, 亞實突有留下的
4. 河東擊殺兩王（摩西）, 河西擊殺 31 個王（約書亞）
 “若是約書亞已叫他們享了安息，後來神就不再提別的日子了。 這樣看來，必另有一安息
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留。 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了自己的工，正如神歇了他的工一
樣。 所以，我們務必竭力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學那不信從的樣子跌倒【來 4:8 ~ 11】

作業：
1) 基遍的詭計與爭戰, 帶給我們的提醒為何? 請分享你是否經歷過禱告蒙神垂聽 “在這日以前，
這日以后 “沒有像這日的？
2) 請分享如何在爭戰中有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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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劃分未得之地(一): 河東, 猶大, 以法蓮
一. 命分未得之地(書 13:1-7)
1. 約書亞年記老邁
2. 未得之地
a. 非利士人之地 (書 13: 2-3)
b. 迦南人之地(書 13: 4)
c. 利巴嫩(書 13: 5-6)
3. 按支派及族長分地業
二. 河東之地(書 13: 8-33)




瑪拿西半支派
流便支派
迦得支派

三. 利未人無地無業 (書 14: 3-5, 13:33)
1. 耶和華以色列的神是他們的產業
2. 給他們城邑居住, 牧養牲畜
四. 猶大之地(書 14: 6-15: 63)
1. 迦勒得希伯崙-原基列亞巴(書 14: 6-15)
a. 勇於宣告所得應許(書 14:9, 申 1:36)
b. 專心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c. 求亞衲族人之地(山地)
“我的力量那時如何, 現在還是如何”
d. 趕出三個族長遠(書 15:14)
2. 俄陀聶攻取基列耶弗原底壁(14:13-19)
a. 攻城取押撒
b. 押撒勸求田與水泉
五. 瑪拿西半支派(書 17:1-13)
1. *西羅非哈的女兒得了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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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以法蓮之地(書 16:1-10, 17:7-18)
1. 問: 族大人多為何只將一地分給我們?
2. 約書亞對約瑟家，就是以法蓮和瑪拿西人，說：
你是族大人多，並且強盛，不可僅有一鬮之地，山地也要歸你，雖是樹林，你也可以砍伐；
靠近之地必歸你。迦南人雖有鐵車，雖是強盛，你也能把他們趕出去。

作業:（請小組長帶領組員一起分享, 並寫下心得）
1) 什麼是你的未得之地?
2) “2055 夢想成真”與 我的回應?(書 17:17-18)

11

2009 主日裝備課程 約書亞記課程表

劉梅蕾師母

第八講 劃分未得之地(二): 七支派分地, 逃城
一. 七支派分地 (書 18:1-19:51)
分地是分成兩個部分：一次是在吉甲(書十四：6)，分地給猶大、以法蓮和瑪拿西半支派﹔一次是
在示羅(書十八：1)， 分地給其他七個支派。
1. 示羅位于示劍之南約 18 公里，伯特利之北約十五公里，是會幕設立之處
（書 18:1，撒上 1:3，4:4,16,22，詩 78:60-61, 耶 7:12)
2. 神所賜給你們的地躭延不去得要到幾時呢？
a. 每支派選三人
b. 走遍那地, 劃明地勢
c. 回到示羅拈鬮分地
3. 地業：
 便雅憫：在猶大,約瑟子孫中間, 共分得 26 座城，其中較著名的有：
耶利哥、伯特利、耶布斯（即耶路撒冷）、基列。
 西緬：是從猶大人地業中得來的, 西緬共得 17 座城，其中較著名的有：別是巴。
 西布倫： 所得的地業位於迦南地的西北部，北方邊界與亞設和拿弗他利接鄰。
西布倫共得 12 座城。
 以撒迦： 所得的地業的北界與拿弗他利和西布倫的地業接鄰，西界和南界則與瑪拿西的
地業接鄰。以薩迦共得 16 座城，其中較著名的有：耶斯列、書念、伯示麥。
 亞設： 亞設所得的地業在迦南地的西北部，與拿弗他利和西布倫的地業接鄰。
亞設共得 22 座城，其中較著名的有：迦密、西頓、推羅。
 拿弗他利：所得的地業在迦南地的北部，與亞設、以薩迦和西布倫的地業接鄰。
拿弗他利共得 22 座城，其中較著名的有：夏瑣、伯示麥。
 但： 所得的地業與猶大、約瑟家和便雅憫的地業相鄰。但人因怕亞摩利人，以致大部份
平原都被亞摩利人所佔據（士 1:34），結果他們要北上覓地而居， 攻取利善, 改其
名為但。
 約書亞：以法蓮山地的亭拿西拉
二. 逃城（書 20:1-9， 出 21：12 - 13， 民 35：6 - 34，申 19：1 – 13)
為無心而誤殺人的， 可以逃到之地， 可逃避報血仇的人。共有六個逃城，三個在河西-- 基低斯，
示劍和希伯侖，三個在河東 -- 比悉，拉末和 哥蘭。
1. 他一來到城門口要將事情說給長老聽
2. 如果他存心殺人的罪不成立，他就可以在逃城居住，在大祭司死後，他這個誤殺人的才可以
隨意回到本家
3. 誤殺人的，無論什么時候，若出了逃城的境外，報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見他，將他殺了，報
血仇的就沒有流血之罪。(民 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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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利未人所得之城（書 21:1:45)
利未有三個兒子，他們是“革順、哥轄、米拉利。”（民 3：17, 5-13, 41; 出 28：1，29：30, 民
35:4-8, 書 21:41-42）
利未人共得 48 座城, 以色列人的每個支派都有給利未人的城邑, 目的是作見証，因利未人在聖所的
事奉並天天在百姓當中走動，可以彰顯上帝的約、上帝的律法，教導百姓完全遵照上帝的話去行。
上帝定規利未人不可有產業，耶和華就是他們的產業。 原來上帝將以色列人一切所獻上給他的，
包括十一奉獻，和一切歸耶和華為聖的，不論是人、是物、是地、是房屋、是牲畜。就是以色列人
獻給上帝最好的，都賜給利未人為產業(民 18 章，申 18：1 - 5)，所以說，耶和華就是他們的產業。

四. 都應驗了（書 21:43-45, 創 15: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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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列家的話一句也 沒有落空，都應驗
了。＂

作業：
1) 請在地圖上標明十二支派的地業.
2) 請問示羅在那? 曾有何事發生?
3) 神為何要設立逃城? 對你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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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證壇與約書亞的遺命
一. 證壇（書 22:1-34)
1. 約書亞祝福二支派半回約旦河東之地
a. 稱讚他們遵守吩咐顧念弟兄
b. 約書亞的叮嚀：要
(一)切切地遵行誡命律法﹔
(二)愛耶和華上帝﹔
(三)行他一切的道﹔
(四)守他的誡命﹔
(五)專靠他﹔
(六)盡心盡性事奉他
c. 將擄物與守候的同分（撒下 30:24)
2. 立壇為證
a. 未先溝通, 引起疑忌, 預備攻打（書 22:10-12)
b. 派非尼哈與各支派首領去申討罪行（書 22:13-20, 民 25:7-13, 書 7 章）
c. 立壇原意：為日後子孫能與河西的子孫同有分於敬畏耶和華, 不是為獻祭, 乃是為作證
據, 證明耶和華是神在河東與河西
d. 結果：以這事為美, 稱頌神, 不再提攻打之事

二. 約書亞的遺命（書 23: 1-16)
1. 約書亞年紀老邁
2. 召聚長老官長等囑咐遺命
a. 耶和華神為子民爭戰 (書 23:3 - 5， 9 - 10，14)
b. 神的應許都應驗了
c. 壯膽遵行神的話（書 23:6-8,
1) 不可與當地國民結親
2) 不可拜偶像
d. 愛神, 專靠神
三. 約書亞與百姓立約（書 24:1-27)
1. 在示劍召聚長老官長等
2. 回顧古時神的作為（書 2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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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 (書 24:14-28)
約書亞申明自己的立場：“至於我和我家, 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百姓的回答：我們必事奉耶和華，因為他是我們的上帝（書 24:16,18,21)
4. 立石為記（書 24:25-28)
『看哪，這石頭可以向我們作見証﹔因為是聽見了耶和華所吩咐我們的一切
話，倘或你們背棄你們的上帝，這石頭就可以向你們作見証。』

四. 約書亞死（書 24:29-33)
1. 耶和華的僕人約書亞正 110 歲死了, 葬在亭拿西拉
2. 約瑟的骸骨葬在示劍（創 50:22-26)
3. 亞倫的兒子以利亞撒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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