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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歷史—從約書亞到所羅門 

 

第一課：出埃及歷史的回顧 

 

壹、 舊約歷史書概論 

 

今天非常高興跟大家開始一個新的課程，舊約歷史。提摩太后書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

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這裏說到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我們感謝神，我們的神不但是一位高高在上創造天地萬

物的主，他更是人類歷史的主，因為他守約施慈愛與人同行，他用話語來引導人。因此

我們的神也是一位說話的神，他用他全能的話語創造了天地，也用他全能的話語托住萬

有，他用他全能全善的話語來引導我們，他的話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1. 基督教舊約正典結構 

 

下面我用一個圖表來介紹一下我們舊約正典的結構。 

 

舊約寫作，有三種體裁：一個是歷史；一

個是詩歌；一個是先知。這個圖表，大家

也會發現像一個橋墩。橋的左邊是歷史的

寫作；橋的右邊是先知們的寫作；而在橋

的中間就是所謂整個舊約的心臟部位，是

詩歌。 

 

在歷史這個部分呢，我們又以摩西五經為

整個聖經的一個基礎，就是摩西五經：創、

出、利、民、申。再下來呢，是 12 卷的

歷史書。書、士、得、撒、撒，王、王、

代、代，拉、尼、斯，這是 12 卷，你會

發現這些簡稱是不重複的，所以有的時候

用第一個字，有的時候用第二個字。書、

士、得、撒、撒，王、王、代、代，剛剛好是在被擄之前，這是 9 本的，被擄之前的歷史

書。拉、尼、斯，就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是被擄之後的 3 卷歷史書。摩西五經述

說到人類的開始，宇宙的源頭，述說到選民的開始，所以它也是歷史的寫作。這樣相加在

一起，歷史有 17 卷。 

 

然後，我們再看到橋墩的右邊，先知書分為大先知和小先知，不是大小先知，人高人低，

或者地位重要與否，而是它的篇幅長短，這 5 卷賽、耶、哀、結、但，這以賽亞書到但以

理書這 5 卷，它在寫作的分量上比較長，比較多，而比對於摩西五經一樣的，它在先知書

裏面是十分重要的，稱之為大先知書，大先知書之後有 12 卷小先知書，何、珥、摩、俄、

拿、彌、鴻、哈、番，到這裏這 9 卷是被擄之前的小先知，比對於歷史被擄之前的 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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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該、亞、瑪，這 3 卷是被擄之後先知所寫的，比對於被擄之後的歷史 3 卷，所以先

知書 5 加 9 加 3 也是 17 卷，所以這是個對稱，歷史的 17 卷和先知 17 卷，再加上中間的

詩歌 5 卷，這樣相加就是 39 卷，是我們的舊約正典。 

 

 

2．希伯來正典結構 

下面，我們來介紹一下希伯來正典。 

 

在路加福音 24 章 44 節，耶穌對那兩

位以馬忤斯的門徒說，“這就是我從前

與你們同在的時候，所告訴你們的話，

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

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這裏講到舊約希伯來正典是三個寫作

的體裁：就是律法、先知和詩篇。 

 

律法有 5 卷，就是摩西五經。   

     

先知有 8 卷，他們分為前先知的 4 卷

和後先知的 4 卷；前先知的 4 卷，包括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上下，撒母耳記上下

稱為王國史一跟二；列王記上下，他們稱為王國史三跟四，這合為一卷。後先知的 4 卷，

包括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跟 12 小先知書，他們 12 小先知書稱為十二書，就是

我們的 12 小先知書。這樣，合起來先知有 8 卷。 

 

至於著作 11 卷，就是路加福音 24 章耶穌所說的詩歌，又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就是﹕ 

詩歌三卷：詩篇、箴言和約伯記。中間五卷是他們所獨有的，就是把雅歌、路得記、耶利

米哀歌、傳道書，跟以斯帖記放在一起，稱之為五卷，是在他們特殊節期的時候，他們會

唱、會讀這五卷，這五卷是能唱的。譬如雅歌，是在逾越節的時候，他們讀。路得記是在

五旬節的時候讀。耶利米哀歌是在他們紀念亡國的時候他們會讀。還有以斯帖記，以斯帖

記是在普珥節的時候他們會讀。 

 

最後是歷史的 3 卷，就是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歷代志上、歷代志下，這三個

合為歷史，但是是 “著作” 裏面的歷史。 

 

馬太福音 23 章的 35 節，耶穌在這裏說：你們逼迫先知，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在你

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開始，直到你們在殿中和壇中間所殺的巴拉加的兒子撒迦利亞的

血為止。這個撒迦利亞就是歷代志下，第 24 章 22 節所記載的撒迦利亞，希伯來正典最後

一卷，而最後一個殉道的，就是撒迦利亞，這就是耶穌基督責備法利賽人，把神所差來的

先知從亞伯開始，到最後一位撒迦利亞都殺了，這個也是路加福音 11 章 51 節同樣的話，

耶穌所講的。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背景，我們就知道希伯來正典，是把歷代志上下作為

他們的整個正典的一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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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舊約歷史綜覽 

 

再下來呢，我們看一下舊約歷史綜覽。既然我們的神，是一位歷史的主，整個歷史是他的

故事，history 就是 his story，因此在舊約這 39 卷，我們如果用歷史的紀年法，我們會看

到這麼一個圖表。 

人類歷史的進程，從創造開始。創世記

1 到 11 章論到，四件與人類有關的起

源的事情，創造、墮落、巴別和洪水，

這四件事情是與全人類有關；12 章到

50 章論到四個人物跟選民有關，那是

選民的開始，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

約瑟。在我們這個圖表上，會看到選民

的歷史。 

 

對他們來講雅各下埃及，是一個重要的

事情。這上面 1876 是指的主前，耶穌

基督降生之前 1876 年，雅各帶著全家

70 個人下埃及。因為有這麼一段，所

以才會在埃及 430 年，以至於他們出

埃及是在 430 年之後。 

 

 

所以，下一個重要的事件是出埃及，主

前 1446 年。這裏出埃及記、利未記、

民數記、申命記，這個中間 40 年出埃

及的歷史。出埃及之後進迦南，1406

年主前。他們用 7 年的時間進到迦南、

征服迦南，這是在約書亞記所記載的。

那麼征服迦南之後，有大約 300 年的

士師時代，那記載在士師記跟路得記，

一直到主前 1051 年，掃羅被撒母耳所

膏。 

 

 

這開始王國的時期。掃羅的統治大約在

主前 1051 年開始，他在位 40 年，然後到主前 1011 年，大衛即位，這又是 40 年，到主

前 971 年所羅門即位，這三個王合稱為聯合王國時期。記載在我們的撒母耳記上，撒母耳

記下，歷代志上，歷代志下。撒母耳記全部，上下，論到了掃羅和大衛，當然掃羅之前的

撒母耳是一個過渡時期的人物，這也是我們必須要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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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所羅門就是王上一章到十一

章，代下一章到九章。在所羅門

之後，他的兒子羅波安即位，開

始王國分裂，南國猶大一直到主

前 586 年亡於巴比倫，北國在主

前 722 年亡於亞述，北國的歷史

只有 209 年，南國有 345 年。   

 

北國所有的王都是不好的王，好

王跟壞王的分別，就在他們是不

是效法他們的祖先大衛，誠誠實

實遵守耶和華的律法與否，所以

從主前 931 年開始，王國分裂。 

 

到 722BC，就是主前 722 年北

國亡於亞述，主前 586 年南國亡於巴比倫，開始了被擄時期。被擄之後 70 年，是所謂的

歸回。 

 

在主前 516 到主前 432 年之間所發生的，也就是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記。舊約時代大

約中止在主前 430 年，之後神沉默了 400 年。一直到主耶穌基督降生之後，道成肉身來到

我們中間，所以有沉默的 400 年，被稱為緘默時期。這就是我們整個舊約歷史的一個大概

的進程。 

 

3. 結論 

 

我們這一堂課，希望大家能夠把舊約的正典 39 卷用簡稱把它記下來。就是用這個圖表，

創出利民申一段，書士得撒撒一段，王王代代，拉尼斯…，把 39 卷簡稱背下來，對我們

將來查考聖經、翻閱聖經有很大的幫助。再來就是，舊約歷史的每一個段落，從下埃及，

出埃及，進迦南，征服迦南，士師時期，聯合王國時期，王國分裂時期，被擄、歸回。這

幾個階段，大家也要把它記下來。 

 

我們這個課程涵蓋，從約書亞記一直到歷代志下第九章，以及列王記上第十一章，也就是

我們會涵蓋到所羅門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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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舊約正典結構圖1
  ( 39 卷) 

 

                                                        
1  巴斯德(Baxter, J.S.) 《聖經研究 I》, 楊牧谷譯, 香港：種籽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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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伯來正典2
 結構圖 (24 卷)   

 (路 24:44b) 

 

 

 

                                                        
2 並不包括天主教視為「第二正典」的「次經」；所謂「次經」(Apocrypha)專指主前最後第二、第三世紀，

到主後第一世紀之間所完成，在正典以外的十四卷「次要經典」，「七十士譯本」將之收為附錄，更正教則

未予承認，僅視為兩約之間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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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征服迦南時期 

 

我們下面要開始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的時期。 

 

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這是在出埃及記裏面所記載的。實際上不止出埃及記，出埃

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和申命記都記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這個過程。摩西過世之後，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佔領迦南。約書亞首先帶領以色列人要渡過約旦河，然後

再揮軍向西進攻，他先有所謂中部戰役，然後再南部戰役，再北部戰役。在他攻下耶利哥、

艾城，伯特利之後，他就揮軍南下，把所謂“基遍聯盟”加以破壞，乘勝再往北直攻到夏瑣。

這些主要城市佔領之後，約書亞就把迦南全地規劃好，然後抽籤分給以色列 12 個支派，

但是有兩個半支派，是分配在約旦河東。所以，約旦河西是分配給另外的九個半支派。這

是整個約書亞記的大要。約書亞記講到以色列人過約旦河，進迦南，征服迦南，住進迦南。

是一個爭戰的一個過程，而我們基督徒的一生是爭戰的一生。我們怎麼樣能夠靠主得勝，

怎麼樣能夠靠著主爭戰得勝，是我們要研讀約書亞記最重要的目的。 

 

約書亞記一章九節：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這裏說，剛強壯膽，不要

懼怕，不要驚惶，這也是我們度今生在世，如何爭戰得勝的一個秘訣。剛強壯膽，因為耶

和華我們的神與我們同在，這是我們得勝的秘訣，也是約書亞他們能夠住進迦南，征服迦

南，秘訣所在。 

 

我們要講到約書亞記的主題，分段，他們爭戰勝利和失敗的關鍵何在，再來簡述一下他的

南征、北討，再來，約書亞的一生。因為約書亞關係整個以色列人能不能進迦南，在迦南

能不能夠住下來，怎麼樣和平分地，跟約書亞非常有關係，所以領袖是一個關鍵所在。最

後我們要談一下迦南地，迦南地的意義所象徵的是什麼，甚至我們還要談一下迦南人，神

要他們全數殲滅，這個中間的意義何在？難道神是有所偏待嗎？這位，我們說公義的神，

他為什麼對迦南人是這麼的殘忍，對我們有什麼鑒戒？我們怎麼樣來看待這個問題？ 

 

一、領袖﹕約書亞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約書亞記的主題。”信心的得勝”，跟民數記的”不信的失敗”，這剛好

成為一個強烈的對比。 

在約書亞生平的年表上面，我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大事記列在這裏，我是根據民數記三十

三章一到五十六節，然後參考 Leon Wood，《以色列史綜覽》的年代，編列起來。（請看

講義最後，出埃及大事記與約書亞生平對照表） 

 

對照著“約書亞生平地圖一”，也就是“出埃及與征服迦南的路線圖”，也是從《以色列史綜

覽》第 134 頁，我們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怎麼從比東、蘭塞出來，經過紅海走乾地，然

後進到曠野。 

 

每一次當他們呼求的時候，神怎麼樣滿足他們，而當他們得到滿足之後，再遇到困難的

時候，他們又開始埋怨，神又再一次的滿足他們。但是週而復始的時候，他們怎麼樣的

惹神憤怒，在民數記第十三章，那個致命傷，就是他們差遣十二個探子窺地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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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全部要求要回到埃及，這個事情神非常生氣難過。他說：照著你們，窺探迦南四十天，

一日抵一年，你們在曠野漂流四十年。所以，以色列的曠野漂流四十年，是他們失敗和

羞辱的一個記錄。 

  

      約書亞記第一章第一節：“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喻摩西的幫手，

嫩的兒子約書亞，說：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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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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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無論往哪里去，都可以順利。”第八節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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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道路亨通，關係著以色列

百姓能不能過約旦河，能不能夠進到迦南地。好，在我們這個對照表上面，約書亞生平

大要列在最右邊（請看講義後面，出埃及大事記與約書亞生平對照表）。 

        

1. 在利非訂戰勝亞瑪力人（出 17:13） 

 

“約書亞”這個名字其實是“何西阿”，也是新約“耶穌”的這

個字，約書亞就是耶和華拯救，而耶穌 Jesus 是希臘文，

講到他要將他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所以約書亞

豫表著耶穌。 他第一次出現的時候，是以一個軍人的

姿態出現。出埃及記第十七章第十三節，以色列人跟亞

瑪力人征戰的時候，約書亞用刀殺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

姓。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遇到他們的強敵亞瑪力人，那

時亞瑪力人來到利非訂的地方，跟以色列人爭戰。 

 

這個利非訂在我們地圖上，編號第 12，也就是這個年表

上這個編號第 12，在這個地方發生了爭鬧、埋怨，然後，神讓摩西擊打磐石出水，之後就

迎戰了亞瑪力人。這一次，摩西把手舉起來，亞倫、戶珥托著他的手，摩西什麼時候舉手，

以色列人就什麼時候得勝，什麼時候他的手下垂，亞瑪力人就得勝。所以，戶珥跟亞倫就

扶著他，托他的手；這樣，約書亞在山下打仗的時候，他就用刀殺了亞瑪力人和他的百姓。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然塗抹了，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記念，

又念給約書亞聽。” (出 17:14) 所以摩西就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就是耶和華

我旌旗。這一次亞瑪力人的爭戰是約書亞第一次出現。 

 

2.與摩西上西乃(何烈)山(出 24:13) 

再下來，是出埃及記的第二十四章第十三節，講到摩西跟以色列人他們立約，把十誡傳給

他們，然後立約的儀式，之後他就帶著約書亞上到何烈山，約書亞在等待，摩西直接上到

山頂，這四十天，摩西與神面對面的時候，約書亞在半山腰等待，他是何等有耐心、何等

的忠心，在神面前謙卑的等候，一直到出埃及記第三十二章，當以色列人發生了金牛犢事

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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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牛犢事件 (出 32:17) 

神催促摩西下山，約書亞隨著他下山，約書亞說，我聽見有打仗的 

聲音，其實不是打仗的聲音。因為約書亞是一個戰士，他一聽到有 

大的聲響就以為是打仗。實際上，是百姓造了金牛犢在那裏唱歌跳舞，吃喝坐下，站起來

唱歌玩耍，真的是背叛神。所以，神要摩西立刻下來，摩西就憤怒的把兩塊法版砸碎，這

個時候約書亞一直在他的身邊。  

 

4.隨侍摩西不離會幕 (出 33:11) 

到了出埃及記三十三章，摩西進入會幕的時候，約書亞也不離會幕。他就是形影不離的隨

著摩西。 

 

5. 基博羅哈他瓦--說預言事件 (民 11:28) 

到了民數記第十一章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這些百姓抱怨神說，這個嗎哪淡而無

味，神就給了他們鵪鶉，連續吃到他們連肉都噴出了他們的鼻孔，吃到他們厭煩的地步，

那一天神用瘟疫擊殺了他們。這個地點基博羅哈他瓦，（約書亞生平地圖#14），就是貪欲

之人的墳墓。這個事件之後，有七十個長老受感說預言，所有的人都停頓了以後，有兩個

人叫伊利達和米達，他們說預言，約書亞他心裏想說﹕“我的主人摩西，你都沒有像他們這樣

繼續地說預言，你是不是要禁止他們嗎？”摩西說一句話：“你是為我嫉妒他們嗎？我告訴 

你，我巴不得耶和華的靈多多的降在他百姓身上”。所以，約書亞從摩西學到了一件事，就

是心胸的寬廣。聖經描述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萬人，他寬廣到一個地步，他所設

立的七十個長老有兩個說預言，似乎一直不斷地說，連約書亞都有嫉妒之心，但摩西沒有，

他說巴不得耶和華的靈，多多降在他的百姓身上。 

 

6. 加低斯巴尼亞--窺地事件 (民 13-14) 

下面來到一個關鍵的時刻，是民數記十三章和十四章，（約書亞生平地圖一#16），就是十

二個探子窺地的時候，大家看一下約書亞生平地圖二,看到那個箭頭一路從加低斯巴尼亞一

直往上，上到了哈馬口，你知道這哈馬口在哪里呢？這個哈馬口已經比大馬色還要更北，

聖經上說，他們這十二個探子一路經過了南地，經過了伯特利，伯特利之前是希伯侖，以

實各谷，伯特利，然後經過示劍，一路夏瑣，但，利合，到了哈馬口，他們這一路來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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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他們帶了兩串大葡萄，是以實各谷所出產的葡萄，又大又甜。但是十個探子回去報

惡信，他說我們看那地，亞衲族的居民，是偉人的後代。據他們看我們如同蚱蜢，我們看

自己也如同蚱蜢。當他們報這惡信的時候，百姓就開始哭，開始嚎哭，要求立另外的領袖，

回到埃及地去。但是，十二個探子裏面有兩個，一個就是約書亞，一個就是迦勒。他說，

不，神已經應許把這地賜給我們，我們就上去吧，我們足能勝過他們。 

       

                              

 

 

 

 

 

 

 

 

 

 

 

 

 

你知道嗎？神在這次”窺地事件”非常的傷心，神用這麼的大能，把百姓千辛萬苦帶出來，

百姓卻因為信心軟弱，勝不過前面的敵人就說要回頭。很多時候我們也是走回頭路，我們

覺得我們走不下去，但是沒想到神的恩典托我們走到如今，所以，這個時候神用瘟疫擊殺

了那十個探子。然後也對摩西說，這百姓試探我要到幾時呢？凡是二十歲以上的都不能夠

進到迦南，惟有二十歲以下的人可以進去。二十歲以上的只有兩個人例外，一個就是迦勒，

一個就是約書亞。 

 

迦勒那個時候大約四十歲，我們到後面會看到，迦勒自己說﹕“我如今八十五歲，四十五年前

我如何，我如今如何” (書 14:10-11)，所以他那一年四十歲。約書亞大約四十三歲，我們

就是根據 Josephus 的以色列古史，推算出來他大約四十三歲。所以在這個時候，約書亞

跟迦勒，是神說，獨有他們兩個專一心志跟隨我，他們能夠進到迦南。約書亞一直從他跟

隨摩西，到他去探地，帶回來這個好訊息，但是要用信心去爭戰的時候，他是一個戰士，

他靠著主篤定不移。 

 

思考問題： 

1. 提摩太後書三章 16 節把我們學習舊約聖經的目的定規在哪些範圍？ 

2. 請說明猶太人的正典分成哪三類？每一類型中有哪些書卷？ 

3. 約書亞接下摩西的棒子，準備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教會從這個接棒的例子中可以學到 

   哪些教訓？ 

 

 

 

這個標誌在今日的以色列常常可以看到, 訴說

著當年十二個探子窺探迦南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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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生平地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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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生平地圖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