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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約書亞時期 (一) 

       --接續摩西的職責 

       

7.摩押地--受神按立 (民 27:15-23) 

好，我們再來看民數記二十七章十五節，摩西要把他的位分、他的職分託付給他的繼承人。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亞巴琳山去觀看（請看講義後面，約書亞生平地圖一#19 尼波山附

近），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之後，你就要歸到你列祖那裏，像你哥哥亞倫一樣。”

我們知道亞倫在何烈山也已經過世了，就在這一年的五月一號的時候，他過世。其實在亞

倫之前，他們的姐妹米利暗也過世。他說為什麼這樣呢？是因為你們在尋的曠野巴低、加

低斯巴尼亞那地方，米利巴水的時候，你們沒有在百姓面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不能進入

迦南。於是，摩西就對耶和華神說，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你設立一個人來治理會眾，

使他在他們面前出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十八節耶和華對摩西說：“嫩的兒子約書亞是心中有聖靈的；你將他領來，按手在他頭上，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囑咐他。”這說到他心中有聖靈，這是何等重要的一

件事。不管是領袖，不管是我們跟隨主的人，我們入門是靠著神的聖靈入門，稱耶穌為主，

我們一生之久靠著聖靈成全，但願我們一生持守聖靈。約書亞就是這樣，他是一個戰士，

他也是一個緊緊依靠神的人，心中有聖靈，他謙卑跟隨摩西，謙卑受教，一直到最關鍵的

時刻，摩西要離世了，耶和華神把約書亞帶到摩西的面前，跟他說，你領他來，使他站在

祭司和全會眾的面前，然後囑咐他，要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全會眾都聽從他。 

 

8．繼摩西之職 (申 34:1-9) 

神要摩西上亞巴琳山，告訴他說：你看了這前面的迦南地之後，你就不能進去。亞巴琳山

跟尼波山相對，最後摩西是上到尼波山，死在那兒，耶和華將他埋葬，以色列人找不到他

的墳墓。他們紮營的地點就在這附近，亞伯什亭這個地方(請看講義後面，約書亞生平地圖

二)，他們停了幾個月，大概兩個月又十天，摩西就口述了申命記，然後有人幫他筆錄，申

命記就是摩西把過去這一路四十年的路程講給百姓聽，然後告訴他們，重申神的誡命，之

後他死在尼波山。約書亞受按就在亞巴琳山，就是尼波山的對面，然後再進到亞伯什亭，

他準備帶百姓過約但河。 

 

 

 

 

 

 

 

 

 

 

 

 

9.率眾渡約但河 (書 1-4) 

申命記的第一章第三節，出埃及的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就是他們在亞伯什亭紮營，然 

摩西離世前，從尼波山遠眺神起誓應許之地，卻不能進入

 

尼波山尼波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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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的第一章第三節，出埃及的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就是他們在亞伯什亭紮營，然

後摩西口述申命記，約書亞記第四章的第十九節，這裏說：正月初十，那就是他們出埃及

的第四十一年的正月初十，也就是過了兩個月又十天的正月初十，他們過了約但河，過到

約但河西。 

 

二、進入迦南(書 1-5) 

我們現在來看，約書亞要率領以色列人過約但河，進到迦南。約書亞記可以分為三大段，

第一章到第五章是進入迦南，第六章到第十二章是征服迦南，第十三章到第二十四章是佔

領迦南、分地。 

 

 

 

 

 

 

 

 

 

 

 

 

 

 

 

 

 

 

 

 

 

 

 

 

 

 

 

 

 

 

在什亭安營，約書亞做兩件事，第一件事呢，他差派兩個探子從什亭潛到了耶利哥去探那

個地方，知道那個地方的軍情如何，然後回來，回報；第二件事呢是在約書亞記的第一章

十二節到十八節，他要把內部統一起來，同心合意，所以他雙管齊下，一方面在第二章，

 

約但河在加利利海至死海一段, 水量充沛 

 

約但河全長 320 公里(200 哩),三分之二的河道在海平面以下, 水位

落差竟達 900 公尺(近 3000 呎)之多. 

 

 

 

 

 

 

 

 

 

 

 

 

 

城 

 

 

 

什亭﹕亦稱亞伯什亭,為摩押平原離約但河東二十多里之

處,面對耶利哥.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後就是在此安營,受巴

蘭誘惑發生巴力毗珥事件.(民 25,33:49, 書 2:1,3:1), 進迦

南時,約書亞自此處打發探子二人,前往耶利哥窺探防務

(書 2:1－24).以色列民自此啟程來到約但河邊渡河(書

3:9-13) . 

 

亞當城﹕約但河和其支流雅博河的匯合處,亦是祭司抬約

櫃渡河之時,河水斷立成壘之處  (書 3:14-16) . 

 

吉甲﹕位於約但河西,耶利哥城以東 1.5 公里處;約書亞在

此立石為記(書 4:19-20);日後成為宗教中心(撒上 7:16, 

10:8). 

 

耶利哥﹕低於海平面約 250 公尺(800 呎)以下,兩溪交

會,盛產棕樹;又稱 “棕樹城”。自古以來，就是交通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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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派兩個探子進到耶利哥城去，一方面他把這另外兩個半支派，原來是要在約但河東分地

的，現在他要使他們也能夠跟這另外九個半支派一起來爭戰，表示他們十二支派是同心合

意，一個整體，所以在這個什亭的地方，他做這兩件事。 

 

我們看到一章十節，“約書亞吩咐百姓的官長，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當預備食

物；因為三日之內，你們要過這約但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神賜你們的那地得為業。”十二

節，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的半支派，約書亞對他們說：你要和弟兄們一起爭戰，直

到他們得到了這個地為業的時候，你們才可以回去，第十五節，“等到耶和華使你們的弟兄，

像你們一樣得享平安，並且得著耶和華你們神所賜他們為業之地，那時你們才可以回到你

們所得為之地，承受為業的地方去，就是耶和華僕人摩西在約但河東向日出之地所分給你

們的。於是這兩個半支派他們回答約書亞說：你所吩咐我們的，我們都必行；你所差遣我

們去的，我們都必去。我們從前在一切事上怎麼樣聽從摩西，我們也在一切的事上，照樣

聽從你；願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在，像與摩西同在一樣。 

 

所以這個三天之內作預備的時候，首先把民心全部合而為一，鞏固起來；再下來，第二

章，派兩個探子同時進行去到耶利哥。 

 

1.探耶利哥 (書 1,2) 

 

耶利哥城很特別，在當時呢，他們已經能夠使

用鐵器，他們的建築非常的先進，你知道嗎，

這個耶利哥城是易守難攻的，它首先有一個十

一英尺高的石墩柱擋在那裏，石墩柱的後面，

從上而下，有一個三十五度傾斜的石灰泥內

壁，這樣斜下來，這個內壁一直達到主要的城

牆，也就是說在這個傾斜三十五度的內壁之後

才是他們真正的耶利哥城牆，這個城牆高達三

十五英尺以上。這個斜坡產生很大的功用，因

為它非常陡峭，非常的滑，所以外敵要進來攻

打的時候是易守難攻。 

 

二章一節，當嫩的兒子約書亞從什亭暗暗打發兩個人作探子，吩咐他們去窺探那地的時候，

到了一個妓女叫喇合的家裏，在那裏躺臥，二章八節因為喇合的房子正建造在城牆之上，

可以躲藏的，當城門一關，所有的人不能進出，她把他們藏在所擺的麻稭中間，耶利哥的

王派人來調查這件事的時候，二章九節，她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你們，而且

因為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這一切居民聽見你們在出埃及、過紅海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甚至你們怎麼樣的對待那兩個亞摩利王西宏跟噩，盡行地毀滅他們，這些事我們都聽說了，

我們的心都消化了。所以因為你們的緣故，我們沒有一個人有膽氣。我知道耶和華你們的

神，本來就是上天下地的神。現在我既然恩待你們，把你們藏躲在這兒，將來你們也要憑

著誠實慈愛來待我們。我希望你們指著耶和華神起誓。所以,喇合代表了當時耶利哥人，他

們對以色列神(應有)的認識。 

 

真的是，耶和華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這一路四十年所發生的事情，他們都聽說，不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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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要給大家知道一件事，在創世記第十五章，第十三節，“當神跟亞伯蘭立約，耶和華

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苦待，那地人

要苦待他們四百年。然後他們要帶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此地。為

什麼?為什麼要等四代？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你知道這一等就四百三十年，所

以四百三十年，再加上出埃及的四十年，這四百七十年就是神給迦南人的機會。給什麼機

會呢？就是等他們悔改的機會。 

 

為什麼等待他們悔改呢？是因為迦南人的生活習慣實在是非常的敗壞，他們的道德非常的

淪喪，利未記第十八章講到迦南人他們的一些風俗習慣，二十四節：這一切事上你們不可

玷污自己，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列邦，在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什麼事呢？那一切

淫亂的事情，包括骨肉淫亂的事情，甚至為神最憎惡的，是二十一節：不可使你的兒女經

火歸與摩洛，二十二節：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就是同性戀。不可與獸淫合，

玷污自己。這就是獸淫。女人不可站在獸面前，與它淫合，這是逆性的事。以色列人他們

要進去得為業的迦南地，那地的光景是這樣，摩洛是他們迦南人所拜的生殖之神，他們認

為他們拜摩洛的時候，就會五穀豐收，所以他們把摩洛用銅製造的時候，那兩隻手是張開

的，他們把兒女經火的意思就是，把那初生的嬰孩放到這兩個摩洛所張出來的手上，然後

下面燒火，把嬰兒活活的燒死，甚至彈跳在地上，這樣就把兒女獻給了摩洛。然後他們的

淫亂的事件不斷，不但是這些少女獻給廟妓，與廟妓苟合，認為這樣子可以使他們五穀豐

收。他們彼此之間的淫亂的事情，甚至人與獸淫，甚至男人與男人，這一切的事情，神已

經都對以色列百姓說：你不可與他們同流合污。你知道嗎，迦南地到一個地步，地也玷污

了，所以耶和華神說：“我要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要吐出它的居民。” 

 

約書亞記的第六章，第十八節：神吩咐以色列人，他們進到迦南的時候，務要謹慎，不可

取那當滅的物。特別是第二十一節:要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

我們有了迦南人的，那樣的一個道德的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神要這樣子把迦南

人除盡。然後讓以色列人重新進入的時候，那地復歸於神，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進入迦

南，並沒有完全的把迦南人全數的趕逐，甚至他們後來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離開了神。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耶利哥城，我們既然說到耶利哥城這麼樣的高大，那以色列人何以能夠

不費一兵一卒，就把耶利哥城取下來了呢？重點就在他們遵守耶和華神的話，告訴他們說：

你們只要照我的話繞耶利哥城，一天繞一圈，一天繞一圈，六天之久，到第七天的時候，

繞七圈。所以就等於是繞了十三圈，耶利哥城就在他們大聲吹號、呼喊的時候全然的倒塌。

這是神的作為，若不是神的作為，就是今天這個世代，也是甚難攻下耶利哥。 

 

2．來到吉甲 (書 3-5)  

我們來到第三章，(1-4 節) 約書亞清早起來，和以色列眾人離開什亭，到約但河，住在那

裏等候過河。「過了三天。官長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和

祭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兩千肘，不

可與約櫃相近，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你知道這個兩

千肘相當於現在的三千英尺。 

他們來到吉甲，守逾越節，這些事情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為是一個新的開始。對以色列歷

史來講是一個新頁，新的一頁展開，所以他們守逾越節，然後五章的十二節，說到以色列

人他們在守逾越節的次日，第二天次日，吃了那地的出產，吃了當地出產的第二天，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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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止住了，感謝主，把新的給了他們，然後把舊的拿去，神的供應四十年來，鞋子沒穿破，

他們沒有挨餓，神的供應那樣的豐富，但當他們進到了迦南，神讓他們吃當地的土產，然

後嗎哪就止住了。 

 

在吉甲靠近耶利哥的這個平原上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這是在整個爭戰之前，最關鍵的

一件事，記載在約書亞記五章十三節到十五節：“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

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

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們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

地，下拜說：我主有什麼話吩咐僕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你把腳上的鞋脫下

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向來，人是不能夠接受人的跪拜，惟有神才可以接受跪拜。可見得在這裏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這一位也不是天使，因為連天使也，也是受造之物不能接受敬拜，可見得是神自己。

一般我們神學家解說，就是三位一體真神的第二位，在舊約時代祂的顯現。這裏就是神自

己要來作以色列軍隊的元帥，這件事情是我們整個人生爭戰的一個關鍵。就是我們人生是

誰來帶領，是誰來率領，我們元帥是誰，我們順服誰。好，這件事發生在耶利哥城之戰之

前的那個晚上，是非常有意義的。 

 

三、征服迦南(書 6-12) 

我們下面要進到約書亞記的第二段，就是征服迦南，要開始打仗。從六章到十二章，我們

看一下約書亞記生平地圖第三，在這個地圖上你會看到三個大的箭頭，發現它是中央先作

戰，然後切斷南北，再來分別各個擊。                              

 

 (一) 中央戰役(書 6-8) 

1． 攻耶利哥城(書 6) 

 中央戰役呢，記載在第六章、第七章到第八章，這個地方耶利哥是第一個戰區，我們

剛剛已經說了耶利哥怎麼樣的倒塌，是在他們接受耶和華神作他們的元帥，然後服從神的

命令，他們每天繞城一周，祭司在前邊走，一邊吹一邊走，軍隊在後面隨著約櫃行，到第

七天的時候呢，他們繞城七次。約書亞記六章十六節：“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約書

亞吩咐百姓說：呼喊吧，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 

 

 

 

 

 

 

 

 

 

 

 

 

 

 

1907-1909 年,考古學家 Sellin 與 Watzinger 在耶利哥發現兩重古城牆,外城 

6呎厚,內城 12呎厚.1930年考古學家Garstang詳細考察,發現兩城牆之間充

滿碎磚石,且有大火燒毀的痕跡,更發現外城牆向外倒塌,而內城牆卻向內倒

塌,那是奇異的事,若因著地震,城牆應向外倒,若是攻城,城牆應往內倒,何以

城牆一向外,一向內倒呢？唯有神蹟可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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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城和其中所有的在耶和華面前被毀滅，只有妓女喇合與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

為她隱藏了我們所打發的使者，”十八節到二十一節，是一個聖戰的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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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累以色列全營，使全營受咒詛，

惟有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都要歸耶和華為聖，必入耶和華的庫中。於是百姓、祭

司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聽見角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各人往

前直上，將城奪取。最後一節，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這

地方看到聖戰的原則是不取當地的任何一物、一草，甚至連人、連牲畜一起殺盡，實際上

這個原則有它的時代背景，是在當以色列民族，當他們以一個國家的姿態要進入到迦南，

進到神所應許給他們為業的地方的時候，也是當地迦南人已經惡貫滿盈，到了一個神認為

不能夠再容忍的地步的那個階段，神讓以色列人進去使用這聖戰的原則，今天這原則已經

失去了時代的背景，在今天並不合適使用。 

 

2．艾城之役(書 7-8) 

 下面我們來到第七章，中央戰役的第二個戰區是在艾城，艾城距離耶利哥不是太遠，

我們看一下七章一節：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支派，謝拉的曾孫，撒底

的孫子，迦米的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這是講到第二次

戰役簡單的一個描述，說到艾城之役是因為有人違背了神的吩咐。我們看一下第二節：“當

下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人往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文的艾城，去吩咐他們說：“你們上去窺

探那地。”他們就上去。第三節，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裏對他說：“眾民不必都去，只要二三

個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裏人少。”這裏他們認為，艾城跟耶

利哥城不能夠相提並論，耶利哥城城牆高大，守護嚴謹，艾城是一個小城，人也少，守備

不夠，所以他們說只要二三千個人去，不必大軍都去。結果是什麼？第四節：“於是民中有

 根據胡特(Bryant G. Wood,中圖)1990 年的考

察與研究, 考古學所挖掘出的耶利哥城, 與

聖經所描述的一致,可綜合為八點： 

1．此城有的強大城牆,及其被毀年代均與約

書亞記載一致. 

2．此城全被火所燒毀 (書 6:24, 右圖上) 

3．其城堡圍牆同時倒塌(7:12) 

4．城中找到大量榖物,顯明其在春天收穫期

被毀（2:6,3:15,5:10, 右圖下）. 

5．大量榖物存在顯示其在很短期內被攻破

（6:15,20, 右圖下） 

6．榖物沒有被搶掠（7:16-17, 右圖下）. 

7．居民無機會帶食物逃亡(6:1, 右圖下). 

8．耶利哥城被毀後,被遺棄一段長時間(6:26). 

似乎這一切證據,均與聖經記載一致,而最奇

怪的,是其內外城牆分向兩面倒塌,內牆向內

倒,外牆向外倒,此屬不可思議之處. 

 

 

 

 

右圖下: Garstang 和 Kenyon 都

發現了裝滿糧食的甕, 這些裝

糧食的甕理應被帶走, 卻都被

燒掉,證實八點中的第 4 至 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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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人上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結果是他們逃跑，而且損失了三十六個人，“艾城的

人擊殺了他們三十六人，從城門直追他們，追到示巴琳。在下坡擊殺他們，於是以色列眾

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第六節：“約書亞撕裂衣服，和以色列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

約櫃面前，俯伏直到地上。約書亞說：“哀哉！主耶和華啊！你為什麼領這百姓過約但河，

卻把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使我們滅亡呢？不如我們在約但河那邊倒好。”又告訴主說:

“主啊！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我

有什麼話可說的呢？這地居民聽見必圍困

我們，將我們名從地上除滅。那時你為你的

大名要怎樣行呢？”所以這個約書亞的禱告

還是紀念到神的名。 

 

學習的功課﹕ 

 

(1)勝敗的關鍵 

 結果第十節，耶和華神告訴他真正的原

因在哪裏，祂說：“你起來！你為什麼這樣

俯伏呢？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了我的吩

咐，取了當滅的物；又偷竊，又行詭詐，把

那當滅的放在他的傢俱裏面。你們若不把當

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

同在。”所以這是勝敗的一個關鍵，耶利哥

城是神與他們同在，他們勝了，艾城之戰，

他們輕敵，他們違背神的話，取了當滅的物，神不再與他們同在，這是勝敗的關鍵。 

 

思考問題： 

 

1. 請複習約書亞記第一章到第五章主要的內容。 

 

2. 亞摩利人的罪孽滿盈後神施行審判這件事，給我們怎樣的警戒？ 

舊約時代是如此，在今天神是否也會對我們所屬的社會、族群、國家有同樣的報應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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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生平地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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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生平地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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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生平地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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