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書亞記一瞥     主講：陳希曾弟兄 

【一】約書亞記概論 

一、約書亞記的重要性--承先啟後 

  約書亞記是一卷樞紐的書卷、關鍵的書卷、承先啟後的書卷，是一把鑰匙。 

 <承先>是指它接續了前面五卷書--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它和這五

卷書可說是連成一體，有一貫的作風和思想，是一氣呵成的，像有一根線把它和前面五卷書

連在一起，要明白約書亞記必須先讀過摩西五經，才能真正明白約書亞記的重點。 

 由於整個啟示是延續的，因此約書亞記也是<啟後>的書卷。要明白後面舊約33卷書，甚至新

約27卷書，也必須讀過約書亞記，才能真正明白其含意。事實上，當啟示錄完成時，整個聖

經的啟示已經是封閉了，我們才能在整個封閉的啟示中開始來解釋；就如同神創造整個宇宙

的工作已經完成，整個宇宙已經成為封閉的宇宙，我們才能找到宇宙的定律一樣。  
  

二、進迦南前，律法書已完成  
 約書亞記一開始提到，神帶領以色列人來到約但河口，準備要進迦南地承受產業。在民數記

裡有二次的數點，一次是為了打仗，一次是為了承受產業，如今要進迦南前，約書亞記一開

始就提到神對約書亞的吩咐。 

 書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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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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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進迦南地之前，神特別跟約書亞提起，要<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而

這些律法已經寫成一本書，所以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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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約書亞還在做摩西的幫手時，他就已經聽過神的這些話，但如今，這些神所吩咐的律

法，這些神最終的旨意，已經藉著摩西寫下成為律法書，也就是摩西五經。現在約書亞若要

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前面的道路，這裡有一卷律法書已經完成，如果

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所寫的一切話，道路就可以亨通，就可以凡事順利。 
  

三、約書亞記的主要人物--約書亞 
(一) 約書亞是約瑟的子孫 

 當初雅各的長子是流便，但在創49:3-4雅各說:<流便哪，你是我的長子，是我力量強壯的時

候生的，本當大有尊榮，權力超眾。但你放縱情慾，滾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為你上了

你父親的床，污穢了我的榻。>後來是由約瑟得了長子的名份，得到雙倍的祝福，創49:22-26

雅各說: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弓箭手將他苦害，

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

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裡所藏的

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

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當年約瑟死之前，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

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

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裡搬上去。(創50:25)  

 約書亞就是約瑟的子孫，他的祖父做過以色列人的統帥，把約瑟的骸骨帶到迦南地是約瑟子

孫的責任。  

  

(二) 約書亞經歷過和亞瑪力人的爭戰 (屬靈爭戰的原則)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十站是來到利非訂，在利非訂發生二件事，一件是神在沙漠為他們開

江河，另一件是在曠野遇到敵人--亞瑪力人，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一個遇到的敵人。出埃

及記17:8說:那時，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出17:9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我們

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力人爭戰。聖經第一次提到約書亞就提到爭戰，而這次爭戰是如何得

勝的呢?出17:11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力人就得勝。在這次約書亞

經歷了爭戰得勝的秘訣，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勝，爭戰得勝是在乎倚靠神。往後所有在迦南

地所遇見的敵人就和在利非訂所遇到的敵人一樣，所有屬靈爭戰的原則是一樣的。如果在屬

靈爭戰上沒有經歷，如何能得著迦南地呢?若不藉著爭戰，就無法得到迦南美地。 

 在曠野，以色列人會遇到仇敵主動來爭戰，今天，對我們來說這個仇敵代表甚麼?對我們來

說亞瑪力人代表的就是肉體，當我們蒙恩得救後，肉體會來與我們爭戰，這是聖靈與肉體的

爭戰，惟有倚靠聖靈我們才能勝過肉體。 

(三) 約書亞是律法書的見證人 

 從創世記到申命記，神啟示摩西的過程，都有約書亞作見證人，約書亞都有第一手的經歷。

民33章提到以色列人按著軍隊，在摩西、亞倫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記在下面。摩西遵

著耶和華的吩咐記載他們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這樣。 

 這裡提到<記載>，1903年考古學在脫加這個地方的石頭上的碑文上發現了特別的象形文字，

這是在文字學上偉大的發現，原來這是被埃及法老派去脫加挖銅礦，其中一個希伯來的奴工

所寫的文字，是用二十二幅圖畫來拼成文字，這些象形文字後來成為希伯來文字，甚至拉丁

文、希臘文的起源。可見在摩西時代就有文字的記載。申31:9摩西將這律法寫出來，交給擡耶

和華約櫃的祭司利未子孫和以色列的眾長老。所以律法已經寫出來了。  

 神再三的叮嚀約書亞，神的同在是藉著祂的話，而只有這個寫下來的律法書才算數，不是根

據其它口傳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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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約書亞是約書亞記的作者 

 約書亞記的作者是約書亞，而且是寫下來的。約書亞記裡面有幾次提到<我們>，這表示約書

亞是在場親身經歷的人，也是寫書人。 

 書5:1約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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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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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5:6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國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滅了，因為他們沒

有聽從耶和華的話。耶和華曾向他們起誓，必不容他們看見耶和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

給我們的地，就是流奶與蜜之地。 

 書24:26更清楚地說到約書亞寫下約書亞記。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又將一

塊大石頭立在橡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  
  

四、摩西五經和約書亞記的關聯性--和神永恆的旨意有關 
(一) 神揀選<新的族類>來代表亞當的族類 

 創世記1-11章提到人類墮落的三部曲，第三章講到人類如何墮落在罪裡，第六章講到人類如

何墮落在肉體裡，第十一章講到人類如何墮落在世界裡。雖然人犯罪墮落了，但神仍然作事，

因此到了創世記十二章提到榮耀的神向亞伯拉罕顯現，神揀選了亞伯拉罕，他的蒙召是救恩

的曙光，從他一個人，到一個家族，再到一個國家，最後主耶穌降生在伯利恆。神揀選一個

族類來代表亞當的族類，以色列人要成為神的見證人，要作外邦人的光，神藉著個民族顯明

當初神對全人類的心意是甚麼。 

(二) 神揀選<迦南地>來代表全地 

  神也要在全地上找出一塊地來代表當初所失去的那塊地。 

  以西結書20:6那日我向他們起誓，必領他們出埃及地，到我為他們察看的流奶與蜜之地；那地 

  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這裡說神察看過祂所創造的全地，找到這塊流奶與蜜之地，它是萬地中 



  的榮耀。奶是動物的精華，蜜是植物的精華，奶與蜜代表生命的精華，神要用這塊地來做代表。 

  當人犯罪墮落後，全地都臥在惡者的手下，如今神要揀選一塊地，讓像海邊的沙那樣多的子孫 

  能遍滿那地，叫萬有全地都能收復回來。 

1. 迦南地的特性 

迦南地的範圍是從北邊的但到南邊的別是巴，中間是示劍。 

它有一河、二海、三沙漠、四風、五地帶、六山、七植物、八石頭。 

它也是位在歐、亞、非三洲的交界地帶 。 

迦南地中央最高的山是以巴錄山，這也是當年神帶著亞伯拉罕舉目向東西南北看迦南地的地

方。這塊地有很豐富的意義。   

2. 示劍的經歷  

這塊地是神應許給亞伯拉罕和他子孫為業的地。這塊地要對亞伯拉罕有意義，不但要有地，

還要有子孫有後裔。因此，要有子孫進入應許之地才有意義。 

神把亞伯拉罕帶到示劍，從這裡看迦南地，在這裡所看到的好比看到整個迦南地的櫥窗。 

<示劍>在原文的意思是神的肩膀。旁邊有二座山，基利心山和以巴錄山。神讓亞伯拉罕先看

見、先有異象，然後實際去經歷。同樣的，將來亞伯拉罕的子孫要進迦南地，也是按照此藍

圖來進行，當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拿下耶利哥城之後，就繼續進攻在高處的艾城，

也是為了到示劍，為了在二座山中間築壇、宣告律法上祝福、咒詛的話。打開約書亞記的鑰

匙就是在示劍。當初神給亞伯拉罕應許是在示劍，而約書亞記最後一章也是在示劍，證明了

神的應許兌現了。 

3. 從新約二卷書來看迦南地的意義 

1) 希伯來書 

   希伯來書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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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南地所代表的是將來真正國度的安息。約書亞記有八次提到安息(其中有四次，中文翻成 

   太平)。甚麼時候享受迦南地，甚麼時候就得著安息。 

2) 以弗所書 

     整本約書亞記可說是新約的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第二章講到我們與主一同坐在天上，這升天的地位就是用迦南地來代表，進迦南 

     地的情形可以用來形容我們如何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以弗所書不但講到一同坐在天上，第六章也講到爭戰，要得著屬靈的產業，就要經歷屬靈 

     的爭戰，爭戰得勝的祕訣就在約書亞記。 
 
五、約書亞記的中心信息--從個人經歷到團體經歷 
(一) 個人的經歷--亞伯拉罕的經歷 

   神如何帶領亞伯拉罕亞經歷迦南美地?如何帶領他從看見異象到實際一步一腳印走遍迦南 

   美地?我們從伯拉罕所築的四座壇可以明白，亞伯拉罕的築壇代表了他的奉獻。也從這四

座 

   壇的地點看見神如何帶領亞伯拉罕實際經歷迦南美地。   

1、第一座壇--在示劍(創12:6-7) 

      神讓亞伯拉罕在示劍看到迦南地的櫥窗，而示劍預表了神的肩膀，神要亞伯拉罕明白一切 

      的能力都是從神的肩膀來的，一切的爭戰是靠神的肩膀來得勝的。 

2、第二座壇--在伯特利和艾的中間(創12:8-9) 

      伯特利預表神的殿，天的門，這是雅各所經歷的。亞伯拉罕在這裡的築壇代表了他與神更 

      多的交通。 

3、第三座壇--在希伯崙(創13:14-17) 

     到希伯崙之前，亞伯拉罕經歷下埃及的失敗和軟弱，同時這也是在與羅得分離之後。然而 

     只要能回頭，再次把自己奉獻給神，神就把他帶到高處，這是一個全方位看見異象的地方， 



     就如同新約所說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樣。當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從你所在的地方，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 

     裔，直到永遠。(創13"14-15) 經歷神的豐富前，神先讓我們看見異象。 

     然而要承受迦南地，就必須走遍，現在開始要根據神的旨意來走，而最奇妙的是亞伯拉罕 

     是因為愛羅得、為了去救羅得而追趕敵人而追到但，神藉此讓他縱橫走遍迦南地，這裡讓 

     我們看見愛弟兄就能經歷迦南地。    

4、第四座壇--在摩利亞山(創22:1-19) 

     在神的旨意裡，不光是迦南地，而是耶路撒冷。神要亞伯拉罕獻以撒，是要試驗他，神真 

     正要的不是以撒而是亞伯拉罕，奉獻的最高峰乃是肯為主放掉原本不肯放的，而亞伯拉罕 

     奉獻以撒築壇的地方正是後來耶路撒冷城建造的地方，聖城的建造正是從亞伯拉罕奉獻以 

     撒開始，啟示錄提到在新天新地裡有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而這是希伯來書 

     11章所說的: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 

     為恥，因為祂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事實上，神使用以色列人的先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的生命經歷，像一幅圖畫一

樣，把我們這些蒙恩得救的人，信主後該如何過的信心生活呈現出來，從亞伯拉罕的奉獻(四

座祭壇)、以撒的被帶到生命的深處(四口井)、雅各的生命見證(四根柱子)、約瑟的生命異象(四

個夢)，這些都預表了我們所要過的信心生活，最後異象加上十字架的工作，就如同約瑟的生

命經過歷練一樣，我們能被神模成祂兒子的形象，這是神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二) 團體的經歷--以色列人的經歷 

 亞伯拉罕個人的經歷也要成為團體的經歷，這正是約書亞記所要呈現出來的重點。從約書亞

記可以看見神應許如何的應驗，看見神的豐滿如何在團體中呈現出來，從這裡可以讓我們看

見神永恆的心意。 

 我們的主不但是獨生子，神更是要使祂成為長子，在許多弟兄中做長子。羅馬書8:29說因為

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當許多

蒙召的人被神模成祂兒子的模樣時，基督就作了長子。 

 西2:9說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而以弗所書講到基督是頭，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因此身體乃是要把頭的豐富完全表彰出來，

神要藉著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弗3:10) 
   

【二】得地的過程--得勝的秘訣(經歷神豐富的長闊高深) 
一、爭戰前的準備(第 2-5 章) 
(一) 打發探子--喇合的信心(第2章) 

 要過約旦河之前，第二章提到約書亞打發二個探子去窺探那地和耶利哥城，結果探子來到了

喇合的家裡。希伯來書11:31提到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

從的人一同滅亡。耶利哥城原本是將亡之城，但就在這滅亡的城裡，救恩臨到了喇合一家，

喇合因著聽聞耶和華如何帶領以色列人過紅海，打敗約但河東的二個王，因著這些歷史事實，

她對耶和華產生了信心，以致有個請求(禱告)，盼望能蒙拯救，並以朱紅線作記號。這件事也

加強了以色列人的信心，當二個探子回到約書亞那裡，向他述說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對約書

亞說：耶和華果然將那全地交在我們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們面前心都消化了。(2:24)  

(二) 過約但河--約櫃(第3-4章) 

 以色列人要進迦南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過約但河。神要以色列人先過紅海，預表著受浸，

紅海是對付世界的，過紅海就是將世界埋在水裡；神也要以色列人過約但河，約但河預表著

把自己埋在水裡，是死而復活的經歷。要過約旦河，約櫃必須在前頭走，約櫃代表神的同在，

惟有神的同在，能使約但河的河水停住。 

  



(三) 行割禮、守逾越節(第5章) 

 當以色列人從約但河一上來，神就吩咐他們要行割禮，接著正月十四日晚上，就在耶利哥平

原守逾越節，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停止了漂流的生活。 

 當以色列人行完割禮後，神就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滾去了。行割禮一方面代

表他們蒙了救贖，被分別出來，是聖潔的，是不再帶著埃及的羞辱的。另一方面，原本一過

約但河就要開始準備打仗，應該要保持最佳狀態，但神卻要以色列人在這個時候行割禮，神

要他們一開始就學習爭: 戰得勝的祕訣是在肉體最軟弱的時候，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同時，以色列人一過約但河卻看不到一個敵人的原因，乃是神已經使敵人的心消化了，

神親自保護了他們。 

 而所有福氣的根基就是逾越節，都是因為羔羊的被獻，神要他們記得，他們如果要享受迦南

地，享受救贖的好處，一切的根基在於逾越節裡羔羊為他們死。這預表著將來惟有十字架的

救恩，人才能享受迦南的豐富。 

 這二件事情乃是要我們學習<得勝的秘訣>乃在於:一方面根基在於經歷十字架的救贖，另一

面在於經歷肉體的軟弱，也就是交通於十字架的苦難。 

(四)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第5章)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

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 他回答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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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所有要經歷爭戰的人都要先經歷把鞋脫下來，因為古代奴隸是不穿鞋的，因此把鞋脫下來表

示要站在奴隸的地位上，如果要事奉神，就需要站在奴隸的地位上，降伏在神面前，讓神來

作元帥。所有屬靈爭戰不是要神來站在我們這邊，而是我們要來站在神那邊，是讓祂來率領

我們，讓祂來作我們的元帥。就如同當年摩西在何烈山見到異象時，神也說:當把你腳上的鞋

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當約書亞有了此異象--有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來帶領，就奠定

了整個爭戰得勝的基礎。 
 
二、耶利哥城的戰役--經歷迦南地的深度(第 6 章) 
這是以色列人過約但河之後所打的第一場戰役。而神帶領以色列人是用<包圍戰>的方式來打這場

戰役。先是祭司用羊角吹角，這是吹禧年的角，代表可以得釋放得自由，以色列百姓前六日每天

繞城一次並吹角，耶利哥城的人連續六天都可以聽到羊角的聲音，但仍不悔改，到第七天神要百

姓把城繞七次，最後吩咐百姓呼喊，城牆就倒塌了。這一切都是神的作為，一開始神要以色列人

學的功課，就是用信心的吶喊才能得勝。 

耶利哥城是罪惡之城，也是將亡之城。迦南地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當人把色情和宗教混在一起

是最可怕的，早在神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就說到: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

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創15:16)，神忍耐了四百年，當迦南人無可救藥時，神使用以色列人作為

審判迦南的工具，神如果不像醫生用刀開毒瘤一樣，人類就到了絕種的地步。 

由於耶利哥城是位於迦南地的低處，約海平面以下四百公尺，耶利哥城戰役的得勝讓以色列人經

歷了迦南地的深度。 
  

三、艾城的戰役--經歷迦南地的高度(第7-8章) 
艾城位於海平面以上一千公尺左右的懸崖峭壁上，就戰略上來看，打完耶利哥城後不宜攻打艾

城，然而為何要急著將艾城拿下呢?事實上這是根據神事先規劃好的藍圖。當年神帶領亞伯拉罕

到迦南地，先是到示劍，接著就遷到伯特利東邊的山，支搭帳棚，西邊是伯特利，東邊是艾，他

在那裏又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求告耶和華的名。(創12:8)伯特利代表天的門，這也是當年雅各

遇見神的地方(創28:17-19)。但是要拿下伯特利，就必先拿下艾城，拿下艾城和伯特利之後，就要

趕到示劍，那是整個迦南地的中心點，同時要趕在五旬節前到達那裏，照著當年神透過摩西所吩



咐囑咐百姓說：你們過了約但河，西緬、利未、猶大、以薩迦、約瑟、便雅憫六個支派的人都要

站在基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弗他利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

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詛。 (申27:11-13)示劍就位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之間，神要他們在那裏築壇

獻祭並且宣講律法，這一切都是按照神的佈署來進行。當約櫃一擺在示劍，擺在整個迦南地的中

心點，將中央山脈分成二半，而約櫃代表了神的同在，這就奠定了後面得勝的基礎，這裡乃有宣

示性的意義。 

然而，一開始打艾城卻打了敗仗，後來發現是因為有漏洞，是亞干取了當滅的物，他貪愛示拿的

衣服及金銀，把這些藏起來了。亞干所犯的罪是隱藏的罪，是與世界有關，所以失敗是因為罪沒

有被對付，這裡提醒我們，要對付隱藏的罪並且與世界有所分別，才不會有漏洞讓仇敵有機可趁。 

當罪惡被對付後，神親自教導以色列來打這場仗。祂帶領他們用伏兵和誘敵的方式，將敵人引到

曠野，一方面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已經被神訓練的很會在曠野打仗，二方面藉著在曠野的奔

跑，以色列腳掌所踏之地就是他們的，也因著艾城的戰役，他們經歷了迦南地的高度。這也代表

所有屬靈的經歷都要我們一步一腳印親身去經歷。 
  

四、基遍的戰役(南方聯盟)--經歷迦南地的廣度 / 約書亞的長日(第 10 章) 
接著第九章就提到:約但河西，住山地、高原，並對著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帶的諸王，就是赫人、

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諸王，聽見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

與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爭戰。但基遍的居民聽見約書亞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就設詭計來...

求和。 

第十章:耶路撒冷王亞多尼洗德聽見約書亞奪了艾城，盡行毀滅，怎樣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

也照樣待艾城和艾城的王，又聽見基遍的居民與以色列人立了和約，住在他們中間，就甚懼怕；

因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艾城更大，並且城內的人都是勇士。於是五個亞摩利王，

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崙王、耶末王、拉吉王、伊磯倫王，大家聚集，率領他們的眾軍上去，對

著基遍安營，攻打基遍。 

基遍人就是希未人，他們是從遠方遷移到中央山脈來居住，他們建立了四座城，其中基遍是都城，

距離耶路撒冷六英哩。因為基遍位在中央地帶，因此當迦南人聽到基遍人與以色列人立約，立刻

引起南方聯盟來攻打。從整個大局來看，以色列人是上了基遍人的當，但當基遍人來求救時，以

色列人沒有用苦毒來對待，而是遵守約定去幫助他們，基遍的投降反而成為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

很重要的一粒棋子。 

到底以色列人是如何來打這場仗?事實上，艾城戰役是以色列人對付南方聯盟的練習戰。神讓這

南方五王因著要打基遍而離開自己的堅固城，神要以色列人在這些王沒有回去之前，在一夜之間

把敵人癱瘓，才能得著迦南地。 

首先是神應許約書亞說：不要怕他們；因為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裡，他們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

得住。接著約書亞就終夜從吉甲上去，猛然臨到他們那裡。耶和華使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潰亂。

約書亞在基遍大大的殺敗他們，追趕他們，在伯和崙的上坡路擊殺他們，直到亞西加和瑪基大。

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崙下坡的時候，耶和華從天上降大冰雹在他們身上，直降到

亞西加，打死他們。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殺死的還多。 

這裡有一個特別之處，原本這五王被神潰亂後，應該往南回頭走，但他們卻是往西北繞回去，這

很可能是約書亞用了打艾城的戰略，將敵人引到北邊，再把敵人回頭的後路切斷，讓敵人只能往

西北走上伯和崙，正在伯和崙下坡的時候，耶和華從天上降大冰雹在他們身上，直降到亞西加，

打死他們。現在好不容易把敵人引到曠野，因此不但要把敵人打敗，同時還不能讓敵人逃回自己

的地盤，在這千載難逢的關鍵時刻，約書亞就禱告耶和華，日頭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

要止在亞雅崙谷。結果:於是日頭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國民向敵人報仇。這事豈不是寫在雅煞

珥書上嗎？日頭在天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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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約書亞的長日。今天這場仗不是約

書亞要不要打，今天這場仗乃是為了神的旨意，雖然約書亞已經到了盡頭，然而現在需要趁勝追



擊，完成神的託付，因此約書亞做了這個禱告。從這裡我們看見當人站在神那邊，神必定垂聽禱

告，神行神蹟乃是為了完成祂的旨意、為了祂的榮耀。而約書亞長日的禱告所代表的乃是神願意

給人額外的時間來完成神所託付的任務。因此約書亞用一天的時間拿下迦南地南方的地業，後來

再用七年的時間收拾殘局。 

以色列人從靠近約但河的吉甲開始，一直往西追趕敵人到大海，因而經歷了迦南地的寬度。基遍

的戰役表面上是得迦南地，但實際上因著爭戰產生經歷，因著經歷可以知道迦南地的廣度，憑著

爭戰的經歷也積蓄了屬靈的經歷。   
  

五、米倫的戰役(北方聯盟)--經歷迦南地的長度(第 11 章) 
接著北方以夏瑣王為首的聯盟也來要與以色列人爭戰。這些王和他們的眾軍都出來，人數多如海

邊的沙，並有許多馬匹車輛。這諸王會合，來到米倫水邊，一同安營，要與以色列人爭戰。這些

北方的諸王包括在山地的及海邊的，他們先是來到米倫聚集，因為米倫是四通八達之地，接著想

要到耶斯列平原決戰。他們用人海戰術加上高科技的戰車，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這是

一個不對等性的戰爭。然而神對約書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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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他們突襲米倫，由於米倫只

適合聚集，不適合戰車馬兵作戰，因此趁敵人還沒有到耶斯列平原前就把主力拿下。接著耶和華

將他們交在以色列人手裡，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追趕他們到西頓大城，到米斯利弗瑪音，直到

東邊米斯巴的平原，將他們擊殺，沒有留下一個。最後約書亞轉回奪了夏瑣，用刀擊殺夏瑣王。

（素來夏瑣在這諸國中是為首的） 

以色列人經歷了米倫戰役，打通了但到別是巴，經歷了迦南地的長度。 
  

(小結論)約書亞記一開始就說到神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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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帶領以色人是透過爭戰的過程來讓他們一步一腳印踏在迦南地上，也可以說能得著迦

南地是透過爭戰，特別是神興起環境，讓南方聯盟和北方聯盟從他們堅固的城牆出來，來到曠野

與以色列人爭戰，而以色列人在曠野訓練了四十年，所以來到曠野就是以色列人的天下，透過爭

戰他們親身經歷一步一腳印踏在迦南地上，而爭戰的目的是為了得著產業，經歷了迦南地長闊高

深的豐富。 

第12章總結了神帶領以色列人在約但河東及約但河西所擊敗的王。    
 

【三】分地--享安息(從承受產業到成為神的產業)(第 13-24 章) 

一、分地的原則  
第十三章說: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未得之地.....我必在以色

列人面前趕出他們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列人為業。 

神託付給約書亞的任務已經完成，接下來就是各支派的任務。當各支派分得地業後要把未得之地

攻下才能享受安息。十三章先講到約但河東二支派半所得之地，十四章開始則是講到約但河西九

支派半所得之地。 

根據創15:18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從埃及小河到伯拉大河都是應許之地，因此約但河東和約但

河西都是應許之地，然而在應許之地裡最精華的地段是在約但河西，這才是流奶與蜜之地，是應

許之地上好的地方，也是神旨意的中心。二支派半選擇約但河東，乃是選擇了次好的，是神許可

的旨意，而不是神心中上好的旨意。 

二、第一階段分地--基本地業(14-17 章) 
第一階段分地在吉甲，主要先分猶大的地業和約瑟的地業，猶大在南方，約瑟在北方。這二個基

本地業乃是已經藉著前面的戰役拿下了。猶大支派和約瑟支派的重要性可以從歷代志上 5:1-2 看

到，以色列的長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穢了父親的床，他長子的名分就歸了約瑟。只是按家譜他不

算長子。猶大勝過一切弟兄，君王也是從他而出；長子的名分卻歸約瑟。長子的名份歸給約瑟，

約瑟得到雙倍的福分，而君王則是從猶大而出(近期的是指大衛，遠期的是指基督)。整個迦南地



要用猶大的地業和約瑟的地業來解釋，地是代表人，地要和人相配，並以此來預表基督的豐富。  

(一) 猶大的地業 

猶大的地業乃是要反照出君王，要明白猶大的地業所代表的意義就要看大衛的一生。猶大地要產

生一個人物，神要從這個地業興起一個王，一個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衛。而大衛的一生乃是要

預表將來的基督。大衛的產生也代表神的權柄，真正讓神作王的人，有實際作王的生命就能代表

神的權柄，服在神的權柄下有多少，就能做多少神權柄的代表。 

(二) 約瑟的地業 

約瑟的地業就在耶斯列平原南邊，也就是新約時代的撒瑪利亞，這是非常美麗的地方。雅歌書裡

面的四座花園中的第二座花園就是在這裡。然而要明白約瑟地業的意義就要從約瑟身上來看。 

回到創世記當初雅各對約瑟所說的預言來看: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

的枝條探出牆外。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

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親的神必幫助你；那全能者必將

天上所有的福，地裡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都賜給你。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

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約瑟的地業正如這預言所說的有地裡所藏的福以及生產乳養的福，還有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 
 
三、基本地業所代表的人 

(一) 約瑟的生命--生命的線(預表基督) 
在申命記33章裡提到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論約瑟說：願他的地蒙耶和華賜

福，得天上的寶物、甘露，以及地裡所藏的泉水； 得太陽所曬熟的美果，月亮所養成的寶物；  得

上古之山的至寶，永世之嶺的寶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滿的寶物，並住荊棘中上主的喜悅。願這些

福都歸於約瑟的頭上，歸於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他為牛群中頭生的，有威嚴；他的角是野

牛的角，用以牴觸萬邦，直到地極。這角是以法蓮的萬萬，瑪拿西的千千。(申33:13-17) 

在這塊地業裡長出來的果實和寶物正是代表了約瑟一生經歷的結果，是神在約瑟身上所作的工

作，約瑟一生的經歷正是為了將來的基督而設計，預表了一個人如何被神模成祂兒子的形像，而

約瑟的地業正預表了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二) 大衛的生命--作王的線(預表基督) 
大衛在作王之前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牧人的生活，在這階段主要是在曠野牧羊；第二階
段是在王宮的生活，在掃羅愛與恨的交集下生活；第三階段是流亡的生活，為了躲避掃羅的追殺，

他幾乎走遍猶大全地，到山地、到曠野，還躲藏在洞的深處，真正用腳掌踏遍猶太地的是大衛。 

當掃羅被非利士人殺死後，掃羅的兒子伊施波設登基的時候年四十歲，作以色列王二年；惟獨猶

大家歸從大衛。大衛在希伯崙作猶大家的王，共七年零六個月。(撒上2:10-11)七年半後，以色列
眾支派來到希伯崙見大衛，說：我們原是你的骨肉。從前掃羅作我們王的時候，率領以色列人出

入的是你；耶和華也曾應許你說：你必牧養我的民以色列，作以色列的君。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

來到希伯崙見大衛王，大衛在希伯崙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衛作以色列的王。大衛

登基的時候年三十歲，在位四十年； 在希伯崙作猶大王七年零六個月，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和
猶大王三十三年。(撒下5:1-5) 後來大衛也攻取了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城，並將約櫃請進大衛

城，安放在所預備的地方，並在神面前獻祭、為民祝福。 

歷代志上12章提到各支派來投靠大衛的人，因著大衛寶座的設立，十二支派聚集在一起合而為一

時，以色列人就能成為神的見證，他們也都一起享受安息的經歷。這就如當初雅各給猶大的預言
說:猶大啊，你弟兄們必讚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敵的頸項；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猶大是

個小獅子；我兒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臥如公獅，蹲如母獅，誰敢惹你？圭必不離

猶大，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直等細羅【就是賜平安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創49:8-10)而大

衛登上寶座正是預表將來基督的作王，那真正的賜平安者 。   
起初以色列人享受迦南地的產業，最後他們能成為神的產業，就如同以弗所書1:18所說的:知道神

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甚麼時候神的兒女長大了，生命被神所對付不再自我中

心，真正服在神的權柄之下，甚麼時候就成為神的產業。 



  

四、第二階段的分地(18-19 章)  
第二階段分地在示羅，除了猶大和約瑟地業之外的再分成七分。 

第十八章一開始說:以色列的全會眾都聚集在示羅，把會幕設立在那裡，那地已經被他們制伏了。

以色列人中其餘的七個支派還沒有分給他們地業。約書亞對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

所賜給你們的地，你們耽延不去得，要到幾時呢？你們每支派當選舉三個人，我要打發他們去，

他們就要起身走遍那地，按著各支派應得的地業寫明，就回到我這裡來。他們要將地分做七分；

猶大仍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內。約瑟家仍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內。你們要將地分做七分，寫明了

拿到我這裡來。我要在耶和華─我們神面前，為你們拈鬮。  

雖然整個分地的過程是藉著拈鬮，但分地的內容和次序是根據神的計畫和藍圖。整個十二支派以

耶斯列平原和約旦河作分界，以南有六個支派，以北有六個支派。這樣的安排正如摩西當年在約

旦河東對百姓所吩咐的:你們過了約但河，西緬、利未、猶大、以薩迦、約瑟、便雅憫六個支派

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弗他利六個支派的人

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詛。 (申27:11-13)這完全是根據神的旨意來分地的。 

第二階段的分地中較特別的是便雅憫支派，他們所得之地，是在猶大、約瑟子孫中間，而其中一

個城邑是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便雅憫是雅各唯一在迦南地生的兒子，根據創49:27說便

雅憫是個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奪的。便雅憫是最會抓也最好鬥，便雅憫

原本有十個兒子，但民數記第26章數點人數時，只有五個家被數進去，因此他們失落了半個支派，

只有半個支派進迦南地。到士師記第19章時，便雅憫支派的都城基比亞像當年的所多瑪一樣敗

壞，因為不肯認罪，被其他支派所討伐，整個便雅憫支派像是被毀滅一樣只剩下六百人，以致以

色列人為他們的弟兄便雅憫後悔，說：如今以色列中絕了一個支派了。(士20:47；21:6)而掃羅王

就是從便雅憫支派出來的，然而大衛作王後卻恩待便雅憫支派的人，大衛用愛來得著他們，而屬

便雅憫支派的城邑--耶路撒冷，卻關係到聖殿的所在，是大衛攻下耶路撒冷，並在耶路撒冷蓋了

聖殿，而聖殿代表神的同在，這一切的發展就如同當年摩西在約旦河東時的預言一樣，論便雅憫

說：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同耶和華安然居住；耶和華終日遮蔽他，也住在他兩肩之中。(申33:12) ，

這都是神奇妙的工作。後來當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二國時，便雅憫是和猶大在一起的；而當以色列

被擄歸回時，也只有猶大和便雅憫支派回來，他們似乎是不能分家的。 
 
五、約書亞記的結束  
約書亞記結束在示劍，約書亞將以色列的眾支派聚集在示劍，召了以色列的長老、族長、審判官，

並官長來，他們就站在神面前。約書亞記24:2-13像是神的回憶錄，從神揀選亞伯拉罕開始說起，

神說:我將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從大河那邊帶來，領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孫眾多。接著

又說到雅各和其子孫下到埃及去，神又如何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如何帶領他們到約但河東，

又如何過約旦河征服迦南地。接著24:14-15是約書亞的宣告，24:16-25則是百姓的回應及立約。最

後則是約書亞將這些話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並將從埃及所帶來約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劍 。 

約書亞記是承先啟後的書卷，透過猶大的地業和約瑟地業所代表的約瑟和大衛能夠把將要來的基

督講得清楚，一方面基督是我們豐盛的產業，讓我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享受祂的產業是何等

的長闊高深；另一方面，神要動工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學習亞伯拉罕四座祭壇的奉獻，透過生命

一步一腳印屬靈爭戰的經歷，使我們不斷長大，讓我們不但與基督一同受苦，也與基督一同作王，

最後能成為神的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