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書亞記簡介 

1. 作 者 
猶太傳統認為本書的作者是約書亞本人，但學者對這方面卻持有不同意見。明顯地，本書

部分內容如 24：29-33 並不是出自約書亞手筆，約書亞是書中的主角。 

2. 主 題  
 本書大部分篇幅討論選民如何佔領迦南，以及把地抽簽分給十二支派，正強調神成就了賜迦南
地給列祖為業的應許：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以色列家的話，一句也沒有落空，應驗了 (21:45)。 

 不過，書中亦指出以色列人仍沒有把所有迦南人趕出 (參 15:63；16:10；17:13)，故仍需努力
完成這工作，而神應許幫助他們 (23:5)。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要專一事奉神，忠於與神所立的約，否則便會受到違約的刑罰。 

3. 背 景  
 創世記 12:1-3，神與亞伯拉罕立約。 
 並在 15:18，應許賜地給亞伯拉罕 - 迦南地。 
 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為奴數百年，神呼召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直到發怨言的上一代 (二十歲以上) 死去，包括摩西、亞

倫，惟獨迦勒和約書亞幸免於難。以色列人最後由約書亞帶領進入迦南地。 

4. 領 袖 「約 書 亞 」 
 約書亞原名何西阿 (Hoshea，民 13:8)，意為“拯救”。後來摩西給他改名叫約書亞 

(Yehoshua，耶書亞，民 13:16)，意為「主的拯救」，與新約的耶穌同義。所以，在基督教傳統
上，約書亞被認為是預表耶穌的。 

 約書亞是以法蓮支派的人 (民 13:8)，是摩西手下的軍事領袖。這位後來屬於北方領導支派的
以法蓮人約書亞，和後來屬於南方領導支派的猶大支派之迦勒 (民 13:6)，在摩西派往窺探迦
南地的十二個探子中，惟獨他們倆信賴上主的大能，安慰百姓不必為十個探子所報的惡信悲
傷，且鼓勵百姓依靠上主進迦南去得地為業 (民 14章；34:17)。 

5. 迦 南 地 
 出埃及記 3:8節描述迦南地為「美好寬闊流奶與密之地」。 
 約書亞記 1:4節記述這疆界。 
 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代，迦南地已經有許多不同的族人居住 (參看創 15:13-21等)。 
 居住的民族甚多 (出 3:8)，他們身量高大，被形容為「吞吃居民之地」。  
 申命記 7:1-6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時，要把當地居民消滅，保存以色列人信

仰的純正。 

6. 約 書 亞 記  
 約書亞記包含了完成和開始兩個概念。它完成了上帝對以色列的列祖所作的應許，使以色列

人得以承受迦南地為業。正因為如此，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有了一個新的開始。 
 約書亞記裡面，包含了講論、人名地名的清單、以色列各支派地界的記載等，而其體文卻自

始至终都以敘事體裁為主，且以第三人身作敘述。在全書的敘述中，都集中在一個主要的角
色 - 約書亞身上，但在字裡行間，卻可以看出他所做的一切，是遵著上帝的旨意而行。 

 

 

 

 

 

 



7. 大 綱 
I 進入迦南 (1:1-5:15) 

A. 約書亞的神聖使命 (1:1-9) 
B. 過約但河的準備；喇合迎救探子 (1:10-2:24)  
C. 過約但河 (3:1-4:24)  
D. 在吉甲行割禮、守逾越節、顯現 (5:1-15) 

 
II攻取迦南 (6:1-12:24)  

A. 攻陷耶利哥城 - 勝利的確據 (6:1-27) 
B. 敗於艾城：除淨罪惡，最後勝利 (7:1-8:29) 
C. 在以巴路山築壇；恭讀律法 (8:30-35) 
D. 與基遍人聯盟 (9:1-27) 
E. 南征：征服迦南地之南一基遍之役(10:1-43) 
F. 北伐：征服迦南地之北 (11:1-15)  
G. 結語：約書亞戰績一覽 (11:16-12:24) 

III未得之地 (13:1-21:45)  
A. 約書亞蒙指示如何分地 (13:1-7) 
B. 分配河東之地 (13:8-33) 
C. 分配河西之地 (14:1-19:51) 
D. 設立逃城 (20:1-9) 
E. 利未人的城邑 (21:1-45) 
 

IV附錄 (22:1-24:33) 
A. 二支派半立證壇 (22:1-34) 
B. 約書亞的遺言 (23:1-16)  
C. 在示劍的勸勉與立約 (24:1-28) 
D. 死葬與約瑟的骸骨 (24:29-33)  

 

8. 神 學 信 息 

A. 編寫過程中的目的與信息 
 「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 (4:6；參看 4:21；出 12:26；13:8，14；申 6:20等) 的話，

並不是虛空的說法。以色列人在遊牧和半遊牧的生活中，常常在歇息之處講述先祖的事蹟。
定居之後亦如此，特別是在一些節期中，要將一些特定口傳的傳統，依字依句的背誦，然後
才讓孩子們發問。 
 

 約書亞記中許多「直到今日」的段落，原本就是這些口傳典故的結束語。在這結束語之後，
家長就釋放他教訓的信息，孩子們也可以發問了。 
 

 這情景，正如今日許多牧師傳道人，雖然使用同一的經題，但因環境不同和需要有别的缘
故，各個牧師傳道人所發放的信息也有很大差異。 
 

 以色列人的列祖各種口傳的傳統，為免軼失起見，便會有人將它們個別的書寫下來。一些有
特殊目的的人，就會將這些零散的短篇，加上他所知或所搜集的另些口傳傳統，集成一本小
冊。小冊再由後人於不同時代就著不同需要而修訂和增加資料，便成為一本較有分量的冊
子，經多次匯編各冊子，便成了一卷書。約書亞記也曾經歷過多次的編輯過程： 

  
 申命記派在約書亞記首次編修裡面，一再講到上主會為以色列人爭戰 (10:14；23:3，

10；24:11-12 等)，也是给約西亞和他當世代的人很大安慰和鼓勵的信息。因為當時外有
亞述、巴比倫和埃及的虎視，內有前王的異教敬拜的餘孽。約書亞記中「剛強壯膽」的
字句，就给約西亞王和他的臣民勇氣和力量，依靠上主奮鬥，以戰勝一切仇敵。 
 

 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以後，新的環境有新的需要。申命記派在末次編修上，於第 8-11
章所增加的，都是給我們看到上帝的威嚴和其對罪惡之異教人士的嚴懲。目的是叫被擄
的以色列人知道，他們之有今日，乃因他們和他們列祖不聽從上主誠命和律例典章的罪
惡所致。因此，他們當悔改求赦免，否則嚴厲的上帝也要嚴厲的對待他們。 

 

 

 

 

 

 

 



 

B. 現有形式的目的與信息  

 對以色列人  
1. 應許必實現 
 將迦南地賜給亞伯拉罕和他們的後裔，是創世記中一個重要的主題 (創 12:5-7；13:14-

15，17； 15:7-21；17:8；24:7等)。這應許，以撒 (創 26:3-4；28:4) 和雅各 (創 28:13；
35:12) 也清楚的知道。因著雅各傳達此信息，约瑟臨終前要以色列人起誓，須將他的骸
骨從埃及搬到迦南地來 (創 50:25)。 

 約書亞記是上帝完成這應許的最佳明證。以色列人各支派不但分得土地 (書 19:51)，在總
結約書亞的爭戰和分地時，耶典的作者這樣說：「這樣，耶和華將從前向他們列祖起誓所
應許的全地，賜給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為業，住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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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45)  

2. 上帝在爭戰：然而，約書亞的成功，並不是靠他自己的本事和力量。因為是上帝在為以色列
人爭戰 (10:14；23:3，10；參看 24:11-12 等)。約書亞領導以色列人守約和遵行摩西的律例
典章，以致上帝為他們成就所應許的，賜地給他們。若他們違約和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則上
帝也必將地土從他們手中挪出，讓外邦人奪去。這點，眾先知曾作出多次多方的警告 (參
看，耶 7:3-15，34 等)。 

3. 審判邪惡：另一方面，公義的上帝對待那不信靠祂，道德文化都邪惡的族人，是嚴厲的，是
滅絕淨盡的 (6:17，24；8:24-26；10:28，30，32，33，35，37，39；11:9，11；參看 11:20)。
這信息是明顯的：要依靠上主，不可違背祂的約，免得成了和外邦人一樣的結局。 

4. 未得之地：在約書亞的時代，以色列人還未全部控制迦南，尚有許多未得之地分給各支派，
要他們自己和教訓兒女去奮力爭戰，並依靠上主去得著所應許給了他們的 (參看 14:6-13；
15:13-19； 19:47; 士 1:1-36等)。所以，以色列人直到今日仍在剛強的爭戰著。  

 對當代基督徒 
基督徒是屬靈的亞伯拉罕的子孫 (參加 3:7)，是新以色列人 (參看羅 9:24-30 )。因此，約書亞
記對我們今日的基督徒，也有如下活潑的信息，需要我們信靠耶穌為救主的人去深思和行動。 

1. 基業的應許：約書亞是救贖主耶穌基督的預表；迦南是天堂的預表。以色列人在約書亞的領
導下得著迦南為業，信耶穌的人也因基督的救贖而將得著天上的迦南。正如在所應許的時候
滿足 (參看創 15:13-16)，以色列人得著迦南一樣，耶稣也在時候滿足的日子降生在律法以
下，將一切在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得著上帝兒女的名分 (參看加 4:4-5)。這應許既已在耶
穌的身上成就，則耶穌應許在末日叫我們一切信他的人得著天上的基業的應許，也必在預定
滿足的時候來臨。 

2. 上帝的恩典：正如賜地給以色列人，完全是出於上帝的恩典，是上帝在為他們爭戰一樣，我
們得救也完全出乎上帝的恩典，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參看弗 2:8-10)。我們只是藉信而將這
救恩接受成為自己所有。 

3. 生活的準則：正如上帝是藉著摩西的律例典章，作為以色列人行事為人的準繩一樣，今天上
帝 也是以祂的聖道作為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準則 (參看約 12:48)。以色列人曾與上帝立約，
必須守約遵法，才不至失去迦南樂土一樣，今日一切藉浸禮而與上帝立約的人，也必須以上
帝的律法作為我們行事為人的標準。 

4. 悲慘的結局：正如約書亞時代，那些不信靠依賴上主的人，上帝曾嚴厲的對付他們一樣，今
天一切不信靠祂的人，也將有悲慘的結局 (參看約 3:36下)。同樣，違背上主心意的基督徒
也要小心，否則的話，我們會因不信實而毀約，失去天福，走上歧途，失去見證。為這原
因，我們自己必須以約書亞記所論述的作為鑑戒，自勉自勵，誠誠實實的謹守遵行上帝的
道。 

5. 宣教的事業：正如約書亞記所載，仍有許多未得之地，分派以色列各支派去奮力取得一樣。
今天世上還有很多地方的人，對耶稣基督的聖名，和他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一無所知。所
以，約書亞記也在激勵我們努力去完成基督的大使命 (太 28:18-20)，從事宣教的事業。在從
事這些事業的同時，也要在自身上與魔鬼、肉體和世界爭戰，並靠主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