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书亚记 第 1 课

约书亚记

1/13/2017
1/13/17 - 6/2/17

約書亞书名來自摩西的繼承人約書亞。他属于以法蓮支派，原名何西阿（民13:8, 16），
意思是“救主”或“救恩”。摩西在他的原名前加上“耶和華”的縮略形式，將他改名為
約書亞（民13:16），意思是“耶和華救恩”，與耶穌这个名字是同一个意思。
本書是摩西五经的展開，神救赎计划的继续，是历史书的第一本。著者當是約書亞自己。
像申命記一样，书的末了有一段跋（24：29～33）可能是非尼哈所添寫的，书的中间也偶
有编撰时加上的评论。
神的救贖首先是領祂的百姓出埃及，脫離那為奴之家，接着要領他們進迦南，享受神所賜
的產業并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可是因為以色列百姓的不信和悖逆以致神救贖的計
畫被耽延，在曠野漂流四十年，直等到那出埃及的硬着颈项的一代過去，新的一代起來了，
神才實現祂的應許，領祂的子民進入迦南地。
本書有两个方面的要旨：1）神是信實的、在应许地赐安息的主。祂揀選约书亚領以色列
人進入迦南，按照自己的應許除灭恶贯满盈的迦南七族并让祂的百姓在那里得安息。2）
应许的基業是靠信心和争战来承受的，谨守遵行神的话并依靠祂刚强壮胆，道路就可以亨
通；反之离开真神依靠自己的智慧或者别的，就會招致失败乃至灭亡。

第 1 课、约书亚蒙神亲自坚固、刚强壮胆
经文分段
1-5：主向约书亚重申祂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6-9：主再三鼓励约书亚刚强壮胆
10-15： 约书亚听到了神的话就去行动，特别提醒两个半支派与摩西之约
16-18： 以色列人表示听从约书亚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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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第 1 课

1/13/2017

讨论问题：
1． 本书的开头怎样介绍约书亚？回想摩西五经的内容，讨论一下他是怎样一个人（参
考申 34：9，出 17：9-13，32：17，33：11 民 13：8，16，27：16-23，32：12）。
神对约书亚的应许是什么？
2． 对照下面的地图，查看神跟约书亚讲的应许地的范围。东南西北的疆界到哪里？他
们怎样才能得那地？我们今天的应许地在哪里？怎么得到？
3． 神为什么再三对约书亚讲刚强壮胆？每次让他壮胆的依据在哪里？为什么神对约书
亚说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4． 约书亚听到神的话以后有什么行动？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参考马太
7:24-27。他对流便、迦得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说的话有什么特别意义？参考民 32：
15。
5． 以色列人的回答对约书亚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也鼓励他刚强壮胆？你怎么看他
们回答的内容？
6． 这章里面只有一处提到不要惧怕，却丝毫没有提惧怕的内容。请对比民数记 13：
26-33，分享一两点你的感想。

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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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第 2 课

1/20/2017

喇合的信心
约书亚第 2 章记录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心人物—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喇合是耶稣家谱中提
到的五个女性之一，新约希伯来书把她列入古时信心人物里面， 说“妓女喇合因著信，
曾和和平平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雅各书也论到她因行为而成全
的信心说，“可見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僅是因著信心。照樣，妓女喇合接待了探子，又
從另一條路把他們送走，不也是因行為稱義嗎？”。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她不知道什么
是律法和罪，可以说天天在罪中谋生，却因着相信她听到的那位耶和华上天下地的神能施
恩于她，勇敢地保护了两个探子，从而令她和全家得救。像许多圣经中的信心人物一样，
喇合不是完美的，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相信耶和华神。正如以弗所书所言, “你们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经文分段
2：1–2：7 喇合骗走耶利哥王派来的人，保护了两个探子
2：8–2：15 喇合陈述耶和华的大能作为，要求以色列人施恩保全她全家的性命
2：16-2：21 喇合从另外的路上放走探子，并把象征救赎的朱红线挂起来
2：22-2：24 探子安全返回营地报告约书亚他们所听到的消息

讨论问题：
1. 约书亚为什么暗暗只派两个探子去耶利哥？你认为两个探子要去窥探什么`？他们
为什么住在妓女喇合家里？
2. 请对比喇合和耶利哥人如何对待探子。你觉得耶利哥人为什么会相信喇合真假参半
的故事？喇合当时有什么选择？她为什么决定骗本国本城的人而保护两个探子？假
如换了你在相识处境，你会怎么作？
3. 喇合对两个探子讲的话有哪些重点？她是怎样知道耶和华的作为？以色列人是怎样
认识耶和华的作为？你怎样理解约翰福音 20:29 那句话?
4. 喇合与探子之间有什么约定？她怎样才能让全家得救？这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第一
个逾越节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喇合怎样把约定的内容付诸行动？你看到了什么？
5. 探子得到了什么情报？从哪里得到的？他们是怎样报告约书亚的？从喇合的故事你
得到了什么帮助和启示？

约书亚记 第 3 课

1/27/1027

凭信心过约旦河
40 年前摩西带领上一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曾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追兵，分开
红海，让以色列人从干地通过，却让海水流回淹死了追兵。这样大的神蹟就连喇合与耶利
哥的人都听闻了。40 年后，当约书亚要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神再次行奇事，为要使他们知道祂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他们的祭司要凭信心先踏进约旦河，河水才干，而且一直要站在河中央，直到所有的
人都过去。

经文分段
3：1–6
约书亚和官长吩咐以色列人要自洁、跟着约柜走前面的路
3：7 - 13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话。约书亚把神的话和祂要施行的神蹟预先告诉以色列人
3：14-17 以色列人按照神的话去行，亲身经历神所行的奇事

讨论问题：
1. 约书亚为什么没有让以色列人马上过河？他们在等候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自洁？
2.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跟着约柜走？为什么要离开 2000 肘？他们上一代人在旷野是怎
样走前面的路？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3. 耶和华为什么要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尊大？约书亚怎样把神的信息传达给以色
列人？他有没有提到自己？他怎样称呼耶和华？
4. 请对比以色列人当年过红海和今日过约旦河异同。試想像當約旦河水斷絕，立起成
壘之際，眾百姓走乾地過河的心境？你看到了什么？
5. 祭司们抬着约柜凭着什么迈进约旦河？又是凭什么站在河里？设想如果祭司怀疑动
摇，离开了他们所站的位置，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提醒？

約書亞記 第四課 (4:1~4:24)

2/10/2017

記念與傳揚神的作為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在約旦河東岸自潔，要看 耶和華在他們中間行奇事 (3:5)。當抬著約櫃的祭
司把腳踏在約旦河水裡，約旦河的水，全然斷絕，停在亞當城，立起成壘。抬 耶和華約櫃的祭司
在約旦河中的乾地上站定，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旦河。當抬 耶和華
約櫃的祭司從約旦河裡上來，腳掌剛落旱地，約旦河的水就流到原處，仍舊漲過兩岸。這一切讓
以色列人知道過約旦河完全是 神的作為。
耶和華要約書亞吩咐以色列國民從以色列支派中揀選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從約旦河中，祭司
腳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塊石頭放在當夜住宿的地方，作為證據。
討論問題:
1. 神要以色列人從約旦河中取石頭，作為怎樣的證據？ 請分享這個舉動如何應用在我們基
督徒身上？(參 羅 15:4, 約 20:31, 弗 2:7, 林後 5:19, 徒 1:8)
2. 為何用『取石頭』及『立石頭』來紀念 耶和華的作為 (申 27:2, 申 6:8)？ 對我們有什
麼提醒 (詩 111:4)？
3. 為何要取 12 塊石頭(而不是只取 1 塊)？ 對我們的教會生活有什麼提醒？
4. 神如何使約書亞在百姓前尊大(1:5, 4:14)？ 目的何在 (參 出 14:31)？
5. 從過紅海及過約旦河這兩個事件， 你學到什麼屬靈的功課？

約書亞記 4:24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畏耶和
華你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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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第五課 (5:1~5:15)

2/17/2017

征戰的預備 -- 信心的修剪
出埃及後第四十年的正月初十日，以色列人在大而可畏的曠野中漂流了四十年之後，耶和華在以色列人
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讓國民盡都過了河。在應許地的第一個晚上，以色列人就在耶利哥東邊約 2
公里的吉甲安營。並把從約旦河中取來的十二塊石頭，立在吉甲，作為他們永遠的記念。
『約旦河西亞摩利人的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諸王，聽見耶和華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
到我們過去，他們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緣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膽氣(5:1)』。
以色列人面對著他們的第一個障礙 - 耶利哥城。這城似乎是不可征服的，它有一個 11 英尺高和 14 英
尺寬的石牆，堅不可摧。雖然有著 神的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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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以色列人也在積極的備戰 (4:12-13)。然而就在與耶利哥城戰爭一觸即發之時，神要
約書亞為以色列人行割禮，並要他們守逾越節，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也來到以色列人中。
逾越節的次日，在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以色列人吃了當地的出產，嗎哪就止住了。

經文分段：
5:1 ~ 5:9
5:10 ~ 5:12
5:13 ~ 5:15

行割禮
守逾越節、吃當地的出產、嗎哪停止
敬拜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討論問題：
1. 割禮的規定是什麼(創 17:9~14)？ 割禮代表什麼意義？ 神為何要以色列人這個時候行割禮？
行割禮對今日我們基督徒的屬靈意義是什麼(參考 西 2:11, 弗 1:13-14, 羅 8:16)？
2. 什麼是『埃及的羞辱』？ 對我們基督徒有什麼屬靈的意義？ 我們如何解脫這『羞辱』？
3. 逾越節是那一天？ 誰可以守逾越節(出 12:47~49)？ 以色列人在那裡第一次守逾越節？ 離這次
在吉甲的逾越節間隔有多久？ 這兩次的逾越節有何不同? 參考 (民 14:26~35，出 13:5) 看到了
神的什麼屬性？
4. 以色列人吃了嗎哪大概有多少年？ 嗎哪與迦南地的出產有什麼不同？ 你今天『吃』的是什麼？
5. 從約書亞與『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的對話和約書亞反應：舉目、俯伏敬拜 (fell and worship
[KJV])、脫鞋，你學習了什麼屬靈的原則？
6. 在戰爭的前夕， 神要以色列人 a)行割禮 b)守逾越節 c)等候/敬拜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這對
我們在服事及爭戰前的預備有什麼提醒？

羅馬書 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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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第六課 (5:13~6:27)

2/24/2017

信心的考驗
以色列人剛剛越過約旦河進入迦南地。 這是 神向亞伯拉罕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在四十年艱苦的歲月
中，在大而可畏的曠野中漂流，以色列人民現在已到了約旦河西岸。為了得著應許之地 - 迦南地，他們的
第一個障礙是耶利哥城。這城似乎是不可征服的，考古學者發現，它的防禦工事有一個 11 英尺高和 14 英
尺寬的石牆。在牆的頂部是一個光滑的石坡，向上傾斜 35 度，在那裡再加上巨大的石牆，使它更加高聳。
這城幾乎是堅不可摧。
然而 神卻吩咐以色列民用敬拜的方式 (祭司吹角， 約櫃繞行) 來領受 神的應許 (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 6:2)。以色列人也用信心來回應：
 倚靠 神 (信心的對象)，
 相信 神的話(信心的內容)，
 以順服 神的行動來回應 (信心的表現)，
因而得到了在迦南地的第一場勝仗。 『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來 11:30)』
喇合也因著信 神(信心的對象)， 將朱紅線繩繫在窗戶上 (信心的表現)， 得到了保守， 全家得救。『妓
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來 11:31)』
約書亞吩咐百姓要將耶利哥城和其中所有的，除了喇合與他家中所有的以外，都要在 耶和華面前『毀滅』
(獻給神 - [NIV] devoted to the LORD)，並要百姓謹慎，也不可取那『當滅的物』 (奉獻之物 - [NIV]
the devoted things)。以色列民要將在應許地 - 迦南美地 - 得到的第一個勝利『完完全全』的獻給 神。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 (來 10:23)』，因
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 11:1)』。

經文分段：
5:13 ~ 5:15
6:1 ~ 6:11
6:12 ~ 6:27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出現
神教導以色列民攻城的方法
耶利哥城牆倒塌， 喇合全家得救

討論問題：
1. 請比較『你是幫助我們呢？ 是幫助我們敵人呢？』(5:13) 與我們求 神幫助的禱告有何相似之處？
『我來是要作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是什麼意思？ 對我們禱告有什麼提醒？
2. 在以色列人繞城時， 請比較當時耶利哥城百姓的心情與喇合的心情？
3. 神要以色列人如何『攻打』耶利哥，卻用了一個違反常理的方式，如果你是以色列人聽到這樣的指
示，你會怎樣反應？ 為什麼？ 這給我們什麼屬靈的教訓？
4. 在前面 12 次(前 6 日及第 7 日的前 6 次)繞城， 約書亞吩咐百姓要如何作？ 耶利哥城民可能會有
什麼反應？ 以色列人需要有怎樣的心態？ 這對我們在等候 神的應許時有什麼提醒？
5. 第七日的第七次繞城，『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6:20)』。你如何看『城牆就塌陷』？ 神與以色
列人在這件事上各作了什麼？ 對我們服事及爭戰有何提醒？
6. 從耶利哥的勝仗，你學到了什麼功課？ 對你現在面對的難處，有什麼提醒？請分享。

哥林多前書 15:57 感謝 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約翰一書 5:4 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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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第七課 (7:1- 7:26)

3/10/2017

犯罪失去神的同在
攻陷堅固的耶利哥城是耶和華向首戰迦南的以色列子民顯出祂大能同在的證據。神領他們進住迦
南的應許正在實現，以色列的民心也顯出信靠與順服，得勝的士氣使他們對前面的戰役滿有把握。
不料，就在第二個戰役--艾城，一座小城，以色列兵竟然落敗。約書亞哀痛疑惑，因感到滅亡如
此逼近；他帶領長老們在耶和華面前哀告，耶和華指示他戰敗的原因：有人背約犯罪，不聽命令
（6:18，申 13:17-18），將當滅之物（獻祭之物）收爲己有，所以連累了全營。
約書亞按神指示，逐層找出犯罪的人。亞干愚妄藏私，不以正直之心將榮耀歸給耶和華（v19），
也不理會全營受咒詛的警戒。約書亞照神的話，使亞干和他所有的都被火焚燒。神要以色列這新
一代的國民認識祂的榮耀和聖潔，以敬畏和信心享有祂的同在與得勝。有罪必須對付，免得失去
神的同在，小則一人一家擔禍，大則全營全國受連累。
分段大意：
7:1- 5
亞干犯罪，神向以色列人全營發怒，使攻打艾城落敗。
7:6-15
約書亞帶領長老們在耶和華面前哀告，耶和華將原因告訴他們，指出犯罪不能
得神同在，並指示處理之道。
7:16-21 約書亞照神指示，從民中按支派、宗室、家族、個人找出犯罪之人，亞干招認
貪取了當滅（獻）之物及過程。
7:22-26 在亞割(意爲連累)谷，亞干被用石頭打死，他和他所有的都被用火焚燒，於是
神轉意不發烈怒。

討論與分享：
1. 艾城戰敗的原因是什麽？與以色列人只派出三千人出戰有關嗎？爲何要提到有 36 人被擊殺？
2. 面對失敗，約書亞的責任很大，他俯伏在神的約櫃前心境如何？他禱告的内容是什麽？他
對神的大名有怎樣的認識？你曾有在神面前困惑尋求指引的經歷嗎？神看重祂的名會過於
對以色列百姓聖潔的要求嗎？
3. 亞干犯了什麽罪？這典型的犯罪過程使我們聯想到什麽？爲何說不除掉那些當滅之物，在
仇敵面前必站立不住（v.13）？約書亞用什麽方式找出亞干？約書亞說什麽話勸亞干認罪？
亞干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什麽？
4. 爲何神不直接指出就是亞干？在亞干不肯認罪期間他會是什麽心態？他的罪給全體帶來哪
些傷害？今日信徒可能在哪些事上冒犯神的榮耀和聖潔？必要時教會要如何處理不能妥協
的罪（林前 5:1-2、6、11）？我們日常要如何警惕犯罪？
5. 亞干認罪，他一家所受的刑罰是否太重？請就本章交通 a)神的命令 b)神的同在 c)神的烈
怒，所表明神的心意與性情？
6. 本章 v.26 的這一堆石頭與 4:20 立在吉甲的 12 塊石頭，有怎樣的對比？

約書亞記 第八課 (8:1- 8:35)

3/17/2017

攻毀艾城與全民宣讀律法
耶和華引導約書亞找出艾城戰敗之因，處理了亞干犯罪的事，使以色列軍隊懂得敬畏神榮耀的同
在。之後耶和華再度堅固約書亞，指示他以伏兵計攻艾城，必將獲勝，兵丁且可分取掠物。
過約旦河，首攻耶利哥，是以神約櫃隊伍的繞行，敬奉神大能的同在所取下的第一座城，所以將
全城作爲供奉之物獻給神。從第二座城（艾城）開始，神要以色列軍隊以信靠的行動征討迦南全
地。由這次戰事的描述及艾城的結局，艾城可被看作神用以色列人審判迦南地的罪孽腐敗當滅的
代表，因爲【艾】的意思就是毀滅（the ruin / NIV）。艾城人被完全除滅，城被焚燒，永為高
堆荒場（v.28）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得勝的策略和能力是從神來的。在戰爭未結束之前，他沒有收回手裏所伸出
來的短鎗，這與當年摩西舉手禱告（出 17:11-12）同樣表明神得勝的旌旗。約書亞是神忠心的
僕人，是以色列人堅毅不撓的領袖，也是我們禱告得勝的榜樣。
這時以色列人來到以巴路山，他們為勝利築壇向神獻祭，這正是申 27 章，摩西在約旦河西曾吩
咐他們當行的事。神的國度是聖潔的，迦南地淫亂敗壞當得的審判已經臨到；而神所頒佈給祂子
民的律法，要叫他們認清福與禍，得以長久安居應許之地。
分段大意：
8:1-2
罪的問題處理之後，耶和華堅固約書亞，教導他得勝艾城的策略。
8:3-13
軍心大振，約書亞選出三萬勇士作伏兵，連夜打發他們前往艾城西邊，他自
己率領大軍往艾城北邊，預備誘敵。
8:14-29
艾城人中計，傾城出來追趕以色列人；約書亞伸出信號短鎗，伏兵起身進
攻，主力軍轉身圍擊，艾城人全數敗亡。以色列人照神吩咐得取掠物，將城
焚燒，並處置了艾城王。
8:30-35
約書亞在以巴路山為耶和華築一座壇，領百姓在那裏獻祭，將摩西的律法書
抄寫在石頭上；又照摩西的吩咐，使眾民相對站立在列基利心和以巴路二山
前，當著約櫃，宣讀律法上祝福與咒詛的話。
討論與分享：
1. 這次以色列人得以擊敗艾城有哪些因素？爲何神要以色列人以大軍對付只有一萬二千居民
的艾城？前次的敗仗對今次的勝仗有何意義？基督徒如何看待失敗？
2. 約書亞在此戰役的前、中、後各階段如何領導以色列軍隊？得勝除了神的同在為前提，還
需要什麽？他手中的短鎗起了什麽作用？參讀出 17:11-12，這兩件事教導我們得勝的關
鍵在於什麽？
3. 試比較攻打耶利哥城與艾城兩次戰役的不同？爲何以色列軍兵這次可以取艾城的牲畜、財
物為自己的掠物？亞干的虧損給我們什麽提醒？
4. 耶利哥城不得重建（6:26），艾城永為荒場（8:28），這些話告訴我們神的什麽心意？爲
何神要用以色列人向迦南地施行審判？
5. 約書亞帶領得勝的以色列人在以巴路山做了哪几件事？此刻他們的心境如何？請參讀申
27:4-26，他們所宣讀律法書上關於祝福和咒詛的内容是什麽？怎樣看出此事的重要性?

約書亞記 第九課 (9:1- 9:27)

3/24/2017

信守誓約彰顯神的信實美善
迦南各族都聽見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攻下耶利哥城和艾城的事，他們也早已耳聞耶和華的作爲及
要以色列人征伐滅絕迦南各族的吩咐。如今以色列軍隊即將橫掃直下，於是諸王起來聯盟，要奮
力抵擋以色列人；只有住在近處的基遍人，想了不同的方法來尋求活命。
基遍人以僞裝與和婉的言語向以色列人要求立約，以色列首領們信以爲他們真是從遠處來的民
（申 20:10-15），就與他們立約，應允他們存活，甚至加上起誓；他們竟忽略了求問耶和華。
當他們知道真相後，軍隊來到基遍的城卻不能按著神的命令（申 20:16-18）擊殺他們，以色列
會衆向首領發怨言，他們面對神的命令與人的誓約兩者間的爲難。
神的命令可以讓步嗎？但神的命令卻不能以破壞誓約來遵行（羅 3:8），因爲誓約是在耶和華面
前立的，信實守約的神看重祂子民持守誠信的生命品格，效法祂自己的樣式；並且神的拯救是願
意賜給承認祂名的外族人。
如同喇合一家，基遍人得以不被除滅，但他們作爲迦南的後裔，仍舊受咒詛（應驗創 9:25-27 的
話）。約書亞判定他們在神的殿中為全會衆永為奴僕，作劈柴挑水的人。
（註）這一個唐突的誓約值得注意：大約 400 年後，在大衛王年間有三年的饑荒，王求問耶和華，
才知是因爲掃羅王想廢掉這個誓約，發熱心殺滅許多基遍人之故。除了三年饑荒，掃羅的子孫爲
此付出代價（見撒下 21:1-6）。看見神對誓約十分看重。

分段大意：
9:1-2
9:3-15

約旦河西諸王聽見以色列軍隊連勝而逼近，就聚集結盟要抵擋以色列。
基遍城的居民設詭計來與以色列人立約，以求活命；以色列首領沒有求問神，
逕與基遍代表立約並起誓。
9:16-21 以色列人知道真相，行動受阻，營中有爭議，但因眾首領在神面前起的誓，就
必須遵守，容基遍人存活，以免神的憤怒。
9:22-27 約書亞召來基遍人，定他們在以色列神的殿中永為奴僕，作劈柴挑水的人。

討論與分享：
1. 基遍人爲何選擇不與諸王聯盟而採取單獨冒險的方法？他們如何誤導以色列人受騙？
2. 以色列人被欺騙的問題出在哪裏？被神帶領的人也有軟弱失誤之時，在重要事情上竟然忽
略神，看出人信心的路上常出現什麽考驗？你更多倚靠自己的判斷嗎？請分享類似的經歷。
3. 當他們知道真相時，他們面對哪些爲難？（v.18,民 30:2，申 20:16）這時候他們當如何
行？
4. 立約、起誓都是人在神面前慎重的宣告，你曾遇見這一類的難題或失敗嗎？當時你考量的
重點是什麽？基督徒可以違約嗎（參詩 15:4）？主耶穌教導我們不可起誓（太 5:33-37）
的用意是什麽？主教導我們如何説話？
5. 領袖們選擇持守唐突的誓約後來卻也得到神的認可，原因何在？神更看重什麽？與祂的什
麽性情有關？約書亞最後對基遍人所作的判定如何稱得上“爲善爲正”？
6. 迦南地有喇合一家得救，又有基遍一族得救，他們有什麽共同點？你如何看神拯救不義的
外邦人？

約書亞記第 10 課（約書亞記 10 章）

4/7/2017

耶和華為以色列人與五王爭戰
歸納總意
當耶路撒冷王聽說約書亞奪了艾城，以及基遍與以色列人立約的事情之後，就聯合
迦南亞摩利諸王來攻打基遍城，基遍人派人向約書亞求援，約書亞就帶領以色列民
來到基列城與耶路撒冷王和南方諸王聯盟征戰，耶和華為約書亞和以色列軍隊爭戰
使以色列民大獲全勝，約書亞將五王殺死，並攻取南方更多的城市。
分段和重點：
1．

約書亞在基遍的爭戰（10：1-27）

2．

約書亞在南方諸城爭戰（10：28-39）

3．

約書亞南方戰役的總結（10：40-43）

建議討論的問題
1） 經文 1-5 節，當耶路撒冷王亞多尼得知約書亞奪了艾城，以及基遍與以色列
人立約的事情之後，耶路撒冷王有什麼樣的反應並採取了什麼樣的行動？他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反應？
2） 經文 6-7 節，約書亞面對強敵壓境和基遍人的求援時有什麼樣的反應？試比
較約書亞在指揮基遍戰役時，他的方式與之前的耶利哥和艾城戰役有何不同之處？
3） 經文 8-11 節，神對約書亞有怎樣的勸勉和應許？約書亞得到了神的應許後
他採取了什麼樣特別的行動？ 從他的行動中，我們學到什麼屬靈爭戰的寶貴功課？
4） 經文 12-15 節，神聽了約書亞不尋常的禱告代表怎樣的意義？這如何幫助我
們加深對神的認識？如何確定神會聽我們的禱告？你有什麽禱告蒙神應允的經歷或
是聽過什麼禱告蒙神應允的經歷可以分享嗎？
5）
經文 16-27 節，約書亞在戰爭中是如何處理那五個亞摩利王的？他為什麼
要用這種方式來處理這五個王？從這些處理的方式中可看出約書亞有怎樣的屬靈品
格可以值得我們學習？
6） 經文 40-43 節和回顧整段經文 1-43 節，神親自為以色列人爭戰而使以色列
大獲全勝。我們今天的爭戰與約書亞的爭戰有什麼不同與相同之處？我們今天的敵
人主要有哪些？ 你有爭戰得勝或失敗的生命經歷可以分享嗎？

Rev_2

約書亞記第 11 课（約書亞記 11 章）

4/21/2017

神為以色列人與北方諸王爭戰
歸納總意
當夏瑣王耶賓聽說約書亞擊敗南方諸王聯盟的事情之後，就聯合北方諸王來與以色
列人爭戰。耶和華向約書亞應許，要在一日之內把夏瑣聯軍交在約書亞和以色列的
手中。約書亞率領以色列全軍趕到米倫水邊攻打敵人。耶和華把夏瑣聯軍交在約書
亞和以色列的手中，結果以色列人大敗夏瑣聯軍，將車輛焚燒，砍斷馬的蹄筋。約
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的，焚燒了夏瑣城，並且奪了北方諸城，殺滅了所有的人。
約書亞除去住在山地的亞納族人，在以色列人的地沒有留下一個亞衲族人，只在迦
薩，迦特，和亞實突有留下一些亞衲族人。最後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
切話奪了那全地，於是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

分段和重點：
1．

約書亞在北方與夏瑣聯軍的爭戰（11：1-15）

2．

約書亞北方爭戰的總結（11：16-23）

建議討論的問題
1） 經文 1-5 節，對比夏瑣聯軍和前面第十章的耶路撒冷王聯軍，以及以色列軍
隊，這些軍隊各有什麽不同之處？
2） 經文 6-9 節，約書亞面對強敵壓境，神給約書亞什麽樣的應許？約書亞採取
了什麽樣的行動？從他所採取的行動中可看出約書亞有什麽樣的品格值得我們學習？
3） 經文 9-15 節，約書亞戰勝夏瑣聯軍後他是怎樣處理各城中的財物和牲畜的？
從這些處理方式可看出他有怎樣的屬靈品格值得我們學習效仿？
4） 經文 19-20 節，基遍人和其他的迦南人有什麽不同之處？我們從這些迦南人
心裏剛硬得到怎樣的提醒？你有何因為心裏剛硬被神管教的經歷可以分享嗎？
5） 回顧整段經文可以看出約書亞戰爭得勝的秘訣是什麽？在今天環境中要學習
順服神的主要困難有哪些？你在順服神上有怎樣挣扎的經歷可以跟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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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第 12 课（約書亞記 20：1-9，21：41-45，14：3-4）

4/28/2017

耶和華為誤殺人者設立逃城
歸納總意
以色列各支派分地時，耶和華吩咐約書亞為以色列民設立逃城，為那些無心而誤殺
人的，可逃到那裏來逃避仇人報仇的地方。那誤殺人的逃到這些城的城中，要站在
城門口將他的事情說給城內的長老們聽，長老就把他收進城裏，使他住在他們中間。
他要住在那城裏，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等到那時的大祭司死了，誤殺人的才可以
回到本城本家。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低斯，在以法蓮山地分定
示劍，在猶大山地分定基列亞巴（基列亞巴就是希伯侖），在約旦河外從流便支派
中，設立比悉，從迦得支派中設立基列的拉末，從瑪拿西支派中設立巴珊的哥蘭。
因為這六座逃城都是利未人的城，因此要等利未人的分城定下來之後，才能最後確
定。
分段和重點：
1．

逃城的目的（20：1-3）

2．

逃城的制度（20：4-6）

3．

逃城的設立（20：7-9）

建議討論的問題
1） 經文 1-3 節，讀申命記 19：1-13。這段申命記經文讓你看出神設立逃城的
心意在那裡？神如此憐憫誤殺人的，是因爲祂更在乎什麽？這反映出神的哪些屬性？
（參考申命記 19：1-13，民數記 35：9-28）。
2） 經文 4-6 節，觀察逃城的具體運作方式是怎麽樣的？為什麽誤殺人的人等到
當年大祭司死後就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大祭司扮演什麼角色？這與新約主耶穌基督
的救贖有什麽相似之處？
3） 經文 7-9 節，觀察逃城位置的設置以及道路的維護有什麽樣的特點？為什麽
神會用這種方式來設立逃城？這和現今的 sanctuary city 有何不同？
4） 這麼許多人來到逃城是主要為了逃避什麼？今天的教會如何也成為許多人的
“逃城”？（參希伯來書 6:18）然而今天我們有哪些障礙會阻止教會變成更好的
一個“逃城”？分享教會如何更好的成為屬靈的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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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017

合一的以色列
歸納總意:
以色列人未過約旦河前，流便，迦得支派見河東之地適合牧養牲畜，因此希望在約旦河
東得地為業，而摩西和約書亞對他們的吩咐是，幫助他們的弟兄在迦南地征戰。如今戰
事已經告一段落，約書亞祝福這兩個半支派的兵士，回到約旦河東。他們回去的路上，
築了一座壇，為要成為後世的見證。但以色列會眾聽到後，卻以為他們要用這座壇來獻
祭，因此要與他們征戰。最終事情有了一個和平的解決，但卻看到這兩個半支派，因為
沒有承接神的應許之地，所帶來的隱患。

分段重點:



1-9 節 約書亞給兩個半支派祝福，打發他們回約旦河東。
10-34 節 兩個半支派的人築了一座壇，引起了其他支派的誤解，而最終事情得到了
和平的解決。

討論問題:
1. 當初兩個半支派希望在約旦河東得地為業，摩西和約書亞吩咐他們要做什麼，聖經
是怎麼記載的？他們是否做到了？如今約書亞如何勉勵他們？
2. 兩個半支派的人，在哪裡築了一座壇？他們為什麼要築壇？為什麼築壇這件事情，
會引起河西眾支派的誤解？嚴重性在哪裡？
3. 迦南地的眾支派，是通過什麼方式來解決問題的？非尼哈的身份有何意義？你從中
看到了什麼處理原則和智慧？
4. 神所應許給以色列人的，是約旦河西的迦南美地？這兩個半支派的選擇，意味著什
麼？他們後來的遭遇又是什麼？這對於今天的基督徒，有什麼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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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分外謹慎，不要稍微轉去
歸納總意: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安居了一段日子，約書亞年紀老邁，就把以色列的首領招聚在一起，
重述摩西在申命記中的囑託。因為這些做領袖的，他們本身的心志和行為，對於民族的
興亡有一定的影響力。年老的約書亞鄭重警戒他們，切莫與迦南地剩餘的國民摻雜。謹
守律法就會蒙福；違背律法，去侍奉別神，就要遭遇患難。

分段重點:


1-13 節 約書亞招聚領袖，將神的作為和律法的重要指示他們，告誡他們分別出來，
不要與其他的國民摻雜。



14-16 節 約書亞臨終前深切的警戒

討論問題:
1.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他的侍奉，與摩西的侍奉有何異同？
2. 約書亞講了哪些從神來的應許？講了哪些警戒的話，違背的後果是什麼？ “你們一
人必追趕千人”是要他們明白什麼道理？
3. 對於迦南地剩下的國民，約書亞教導以色列人哪些事情不能做？
4. “摻雜”和“聯絡”是什麼意思？對於今天的基督徒，“剩下的國民”在哪裡，如
何不與他們“摻雜”和“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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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侍奉，承傳聖約
歸納總意:
約書亞召集以色列全會眾，講述神對亞伯拉罕的揀選，一直到迦南得地為業，指出這一
切的恩典與得勝全是耶和華的帶領和作為。然後要求會眾在信仰上作出選擇，要么侍奉
耶和華神，要么侍奉其他外邦神。而約書亞總結他一生侍奉神的心得和心願，說“至於
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成為激勵人心的箴言。當日約書亞讓會眾與神立
約，寫成約書，並立石為證，要百姓謹守遵行神的律法。

分段重點:




1-13 節 約書亞講述神對以色列民的帶領，從揀選亞伯拉罕開始，一直到迦南地。
14-28 節 約書亞讓以色列全會眾與神立約，離棄外邦的神。
29-33 節 約書亞和祭司以利亞撒的去世，標誌一個時代的結束。

討論問題:
1. 為什麼約書亞要講述神的帶領，從亞伯拉罕一直到當時？從這段歷史中，以色列會
眾可以學到什麼？
2. 約書亞讓以色列會眾選擇他的信仰，他們如何回應？在 19 節，為什麼約書亞說他們
不能侍奉神？會眾又是如何回應的？會眾的回應，表明他們怎樣的心意？
3. 在 31 節說到，那一代的長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華神。這對於今天基
督徒信仰的建造和傳承，有哪些提醒？
4. 從整本約書亞記中，你看到了哪些鼓舞信心的事情，還有哪些值得我們今天警戒的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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