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書亞記
簡介
“神聖的正典聖經現要展示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卷歷史書，也
是一卷歷史藝術書。我們的世代，有豐富的歷史著作，但歷史
的觸覺和概念卻貧乏；對這卷書有很迫切的需求。” ∼赫塞

壹．在正典中的獨特地位

薦的。在他死後，由大祭司以利亞撒和他兒
子非尼哈完成整卷書。約書亞記有明確的資
料，顯示作者是當時的見證人。書中有段落
寫有第一人稱“我”、“我們”。例如第五
章１及6節，並且書卷特別記錄約書亞曾把
一些事情寫在冊上（一八9；二四26）。喇合

約書亞記是一道不可或缺的橋樑，連
接摩西五經與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的歷史。
古代希伯來典借和現代基督信仰都將約書亞
記編訂為舊約聖經中的第六卷書。於基督徒
而言，這是十二卷“歷史書”（約書亞記至
以斯帖記）的首卷書；於猶太人而言，這被
稱為首卷“前先知書”（約書亞記至以斯拉
記、尼希米記，而路得記及歷代志上、下編
排在希伯來文舊約末部的著作書）。
詹遜強調這書卷的重要性說：

Liv

ing

St

得以活命的事實（六25）的記載時間，正好
與約書亞成為該書的主要作者吻合。

on

eP
叁．寫作日期
ub
約書亞記的寫作日期部分是根據出埃及
lis
事實上，約書亞記是以色列漸進歷史
記的寫作日期（主前十五或十三世紀）來計
he
r s 算。那些事實的記載日期應為主前十四世紀
中的高潮，也是全新經歷的開始。因
Ltd
此，其歷史的聯系作用，定立這卷書在
中葉，是較早期和較保守觀點的寫作日期。
舊約聖經中的關鍵地位。
.活
相信約書亞記的寫作日期在主前一千四百至
石出
一千三百五十年間，原因如下：這書應較所
羅門早出現（比較一六10及王上九16），以
版有
貳．作者
本書沒有列明作者，古代傳統相信大部 及在他父親大衛之前（比較一五63及撒下五
限公
分內容出自約書亞本人的手筆之說是值得推 5∼9）。約書亞記十三章4至6節稱腓尼基人
司
為“西頓人”，這必定在主前一千一百年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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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事情，因為推羅已在主前一千二百年征
服西頓，而腓尼基人在此以後入侵巴勒斯

不能帶領神的子民繼承產業；惟有由約書亞
所描繪之復活的基督，才能做到。

坦；不過這些爭論未為約書亞時代構成任何
問題。

我們要停下來，重溫約書亞的一些重
要資料。摩西曾把他的名字由何西阿改為約
書亞（民一三16）。他是一個以法蓮人（民
一三8），也是摩西的私人助手（書一1）。

肆．背景與主題

他是早期參加戰事，為主而戰的人。他帶領
以色列人與亞瑪力人爭戰（出一七），那是

正如出埃及記是神帶領祂的子民離開埃
及的故事，約書亞記就是神帶領祂的子民進

他們的第一次爭戰，也是惟一一個在埃及地
已出名的將領。但是讓約書亞有能力代替摩

入應許之地的故事。祂必完成祂起初的美好
作為，儘管國民不相信祂。我們將看到，百

西成為百姓之首的，並非他的軍事才能，而
是他那屬靈的生命力和信心。作為一個少年

姓從未轉變過來，仍是不信。不過，神的話
必實現，亞伯拉罕的子孫也必栽種在立約之

人，他常逗留在主的會幕內（出三三11）。
他曾陪伴摩西上西乃山（出三二1 7）。在

地（創一五13∼16），紮根生長。
這卷書記載的內容，接續前一卷書申

三十八年以前，以色列人仍在加低斯巴尼亞
的時候，只有他和迦勒能以堅信的眼睛看見

命記發生的事件。當時以色列人住紮在約但
河東岸的摩押平原上。那時摩西已死了，約

應許之地（民一四6∼10）。經過摩西的訓
練，他即使超過九十歲，仍接受耶和華任命

書亞繼任為首領。他要帶領以色列人過約但
河，並進入應許之地。摩西所代表的律法，

去戰爭。

大綱
壹．佔領那應許之地（一∼一二）
一．準備過約但河（一）
二．派探子到耶利哥（二）
Liv
i n g 三．過約但河（三1∼五1）
2∼12）
S四．在吉甲的儀式（五
t
on
13∼六27）
五．佔領耶利哥（五
e
1∼八29）
六．艾城的戰役（七
Pu
b l i 30∼35）
七．在示劍確認約（八
sh
八．與基遍人立約（九）
ers
九．南部的征戰（一○） L t
d.
十．北部的征戰（一一）
十一．總結佔領（一二）
貳．在應許之地定居（一三∼二四）
一．尚未佔領之地（一三1∼7）
二．分配地土（一三8∼一九51）

活石

出版

有限

170

***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公司

約書亞記

1. 分地給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
（一三8∼33）
2. 分地給猶大支派（一四∼一五）
3. 分地給約瑟的子孫（一六∼一七）
4. 分地給余下的支派（一八∼一九）
三．逃城（二○）
四．利未人的城邑（二一）
五．約但河東的祭壇（二二）
六．約書亞給予以色列領袖的遺言（二三）
七．約書亞給予以色列百姓的遺言（二四1∼15）
八．在示劍重新立約（二四16∼28）
九．約書亞逝世（二四29∼33）

註釋
壹．佔領那應許之地（一∼
一二）

真正的信心戰爭在此齊集，並非我們
是誰，乃祂是誰！並非我們有何感覺，
2
乃靠祂的事實。

一．準備過約但河（一）
一1∼9

一10∼18

耶和華首先嚴正地囑咐嫩的兒

子約書亞，要肩負的重任。那地已應許給予

Liv

支派半的人，約書亞提醒他們必定要協助佔

以色列人，但他們必須佔取那地，從南部的

ing

領全地；那時他們才可回去重聚家人（12∼
15節）。他們立刻答應（16∼18節），任何

尼格夫至北部的利巴嫩，由地中海直到伯拉

St

百姓要預備食物，供進入迦

南地的旅程之用。至於在約但河東住居之二

大河（參看第3,4節）。約書亞必須剛強壯膽

人折返必被治死。
有一些詩歌把過約但河比作死亡，並描
繪迦南地為天堂。然而，迦南地裏有衝突，
天堂卻沒有。事實上，迦南地描繪為我們現
在屬靈的產業。這些全屬於我們的，但是我
們必須遵從神的話語，才可領受應許，並為
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on

並順服。因此，當我們的心思意念滿載神的

eP
u要b剛 強 壯 膽
耶和華三次吩咐約書亞
lis
（6,7,9節）。那責任之巨及時間之長、帶領
he
那群頑固的百姓的壓力，還有失去屬靈導師
rs
Ltd
摩西，這些也許都對約書亞的內心帶來沉重
.活
的壓力。不過，主不會呼召他而不給予他能
石出
力。這裏，約書亞有很好的理由壯膽起來： 二．派探子到耶利哥（二）
神的應許（5,6節），是必勝的把握；神的話
版有
二1上
在準備進攻的時候，嫩的兒子
（7,8節），一個安全的指引；神的同在（9 約書亞⋯⋯打發兩個探子由什亭（或作橡樹
限公
節），有支持的力量。
叢林）到耶利哥。這並非表示他欠缺信心，
司
史伯克寫道：
相反，只屬軍事策略。他們不是窺探全地，
話並遵守時，我們必定凡事順利（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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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早年已做過，只是計劃未來的一步。
二1下∼24

跟着約櫃，但要時常保持在視線範圍內。約
櫃所要說出的是基督。我們必須恭敬地維持

探子找到一個藏身處，就

一段距離，不要傲慢地嘗試解釋關於祂本體

是一個妓女名叫喇合的家裏。正如凱爾和德
理慈指出：“他們進入這樣的人的家門，不

的奧祕；這對於人的思想來說，實是太深奧
了。一些低劣的異端在基督信仰歷史 冒起，

3

會引起太多的懷疑。” 這裏清楚敘述喇合

就是因為肆無忌彈地嘗試解釋。但是我們一

聽到耶和華讓猶太人將得到不可思議的勝利
（8∼11節）。她總結說，他們的神必定是

定要時常保持基督在視線範圍內。這確保我
們勝利。

真神，所以她信靠祂，成為真正的歸信者。
她以保護探子來證明她真實的信心，即使這

三14∼17

當祭司的腳接觸約但河的

意味着她背叛自己的國家。
探子答應保存喇合和她家人的性命，只

水，奇蹟出現了。河水在北面數英里以外的

要在他們進攻耶利哥時，喇合把一條朱紅線
繩系在家的窗戶上，以及全家留在屋裏（6

水，流往鹽（死）海。

∼21節）。那條線繩讓我們想起得蒙血保護

塞，無疑也在亞當城出現，當時河水阻隔了

的家，就如原先的逾越節一樣（出一二）。

十小時。同樣在一九二七年阻隔了二十一小

亞當城止住了。水積聚成壘，在這向下流的
在一二六七年，約但河附近有類似的堵

當耶利哥王的使者問喇合那些探子在

時。這兩次現象都由地震引起。 然而，甘

哪裏時，她告訴他們探子已經離開城門（5

培理反駁說這裏有許多資料，證明聖經上的

節）。正當耶利哥人沿着約但河的渡口尋找

記載不僅是完美的時間配合，更是獨特的神

探子時，喇合打發他們往西走到山上去了。

蹟：

4

在那裏躲藏三天後，他們才過約但河逃去，

有很多超自然元素組合起來；

向約書亞告密（22∼24節）。

（1）所要發生的事件已預言了（三
1 3 , 1 5）。（2）發生的時間確定（1 5

喇合的“行為”而不是她的“說話”使
她被稱為義（雅二25）。聖經並不鼓勵她的
欺詐行為（4 , 5節），但稱許她的信心（來

節）。（3）當河水泛起時，那事件發

L行為（雅二25），她冒生命危險救活那些探
ivi
ng
子，因為她相信他們的神的能力和主權。因
St
此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日子
o n ，一些以色列國
eP
民以外的人，比親眼看見祂榮耀的人更有信
ub
心（路七2∼9）。大的信心，無論在哪裏找
lis
到，是常常得到獎賞的（參看第六章），因
he
這是討神喜悅的（來一一6）。
rs
一一3 1）。雅各也稱她所作的是有信心的

三．過約但河（三1∼五1）
三1∼13

生了（15節）。（4）那裏由水聚成的
牆維持了多小時，差不多一整天（1 6
節）。（5）潮濕柔軟的河床立刻變成
干地（17節）。（6）正當百姓剛走過
了並且祭司從約但河上來（四18），河
水馬上流回原處。數個世紀後，先知以
利亞和以利沙過同一條河的干地並走往
東面（王下二8）。不久，以利沙從河
的干地返回。假若必須以自然現象解釋
以色列人在約書亞的領導下過河的事

L t跡，那麼便要總結說以利亞和以利沙的
d.
時候，在短時間裏連續發生兩次地震
活石
了。然而這似乎有點放肆妄斷了。
出版
神以約櫃為代表，帶領百姓進入約但
有限
河，祂正要帶領他們在約但河的西岸得勝。
祂示範祂的同在，讓河水在以色列人來到前
公司
5

到了過⋯⋯約但河的時候，

正是河水泛起之時。祭司被吩咐抬着約櫃往
前走。（哥轄人通常抬着約櫃，正如民數
記四章1至15節所說，但是在這特別的情況

已消退，成了他們得勝的希望，並非別的東

下，由祭司抬着約櫃。）百姓被命令遠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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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在他們中間。
當以色列眾人都從干地上過去的時候，

了割禮（2∼9節）。他們在迦南地首次守逾

祭司走到河床的中間，並停留在那裏。

節），並且約書亞在那裏遇見耶和華軍隊的

四1∼24

越節（10節）。在那裏嗎哪止住了（11,12
元帥（13∼15節）。

耶和華指示十二個人（每支

耶和華指示約書亞重新行割禮。所有男

派一人）必須從約但河河床取一塊石頭，豎
立成記念的標記，那裏是以色列人首次在約

丁從埃及出⋯⋯受過割禮，但打仗的男丁這

但河西面安營之地。因而，記念碑立在吉
甲，長久地提醒後代，神行神蹟停止約但河

行割禮。在飄流的四十年 ，新一代已成長

時都死了（申二16）。往後的四十年 都沒有
起來，是他們接受割禮的時候了，以此標誌

的河水，使以色列人從干地上過去。
那些支派得以繼承約但河東的產業──

他們恢復全然享有約裏面的祝福。他們在曠
野流浪多久，就被埃及人嘲笑不能取得應許

流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帶
着兵器幫助他們的弟兄取得迦南地。雖然兩

之地多久。可是他們來到那地，羞辱被輥去
（9節）。“第二次”（2節）意思是民族第

支派半的人數超過十萬人（參看民二六），
但只有四萬⋯⋯過約但河；其余的留下來，

二次行割禮。

佔取他們的地土和保護他們的家族。
在所有百姓過了河後，包括兩支派半的

五10

人，並把十二塊石頭從約但河取上來後，約
書亞另把十二塊石頭立在約但河中，在⋯⋯

雖然他在敵人的境地上，但他服從神為他的
士兵行割禮並守逾越節。這被稱為“最不合

祭司站立的地方。然後，就在抬着約櫃的祭
司走往西岸時，約但河的水再次在漲潮 倒
流。
那些在河床 的石頭，說出與基督同死。
在西岸的石頭說明與基督同復活。
借着斷流約但河的水，耶和華使約書亞
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正如祂在早前高舉
L
ivi
摩西一樣。那時候，約書亞一直是個僕人，
ng
在摩西的護蔭下謙卑服事，學習神的道路。
St
這是他得榮耀的時候，因“自卑的必升為
o
高”（路一四11）。n e
Pu
百姓在正月初十日過約但河，僅有五天
bli
便是逃離埃及後的整整四十年，剛好是過逾
sh
ers
越節的時候（參看出一二2,3）。
五1

迦南的外邦人聽見希伯來的軍隊

奇蹟般的過了約但河，便驚惶失措。

乎軍事規程的行動”。
主借着割禮和逾越節，呼召祂的百姓返
回他們與祂的基本關係上。在曠野的日子 ，
這兩個禮儀是被忽略的。
割禮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並且
神在祂的信實 保留祂那無條件的應許，就
是給予他們地土（創一五18∼21）。這是一
幅自我審判和除去肉體卑污的圖畫，是得勝
的關鍵。逾越節提醒他們所得到的救贖。耶
和華買贖他們，讓他們獲自由，不再做埃及
的奴隸。過逾越節時，猶太人服從主借着摩
西說的話，當時是四十年前第一次的逾越節
（出一三5）。祂的恩典推動祂呼召祂的百
姓，並領他們出來。祂的信實保證祂要帶領
他們進入。

Ltd

.活
石出
版有
限公
司

五11,12
嗎哪說出基督在祂的道成肉
身中，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成為我們在曠
野 所需的供應。在進入迦南地的祝福後，地
的產物闡明基督的復活。這兩樣餵養我們的
生命。他們先喫了烘的穀後，早上嗎哪就止
住了。“神是何等奇妙的時間控制者和供應

四．在吉甲的儀式（五2∼12）
五2∼9

以色列過了約但河後（正月十四

日），守逾越節四天。留意約書亞的信心：

本章講述在吉甲發生的事件。

以色列首次在迦南地安營，在那裏為男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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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來一一30）。留意第6和12節，當中提到
約櫃七次。

五．佔領耶利哥（五13∼六27）

城裏所有的東西全被“詛咒”──在耶
和華面前毀滅，正如迦南地的初熟之物。當

五13,14上
在第13節中的那個人，是
耶和華的使者──主耶穌在祂道成肉身以前
的顯現。祂介紹自己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基督來到不僅是幫助我們，也絕非傷害我
們；祂來，是要全面掌管。

地的居民（除了喇合和她的家人以外）和家
畜也被毀滅，但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
都放入耶和華的庫中。沒有人能私自取去任
何東西。
當人理解到迦南人道德淪亡，便易於看
到神為何命令完全毀滅耶利哥城內的生命。

五14下,15
這裏是結論的證據，表示
約書亞是在神面前，並且約書亞是知道的。
若是使者，他必不接受敬拜，但這裏主的天

與其質疑主行使權力審判惡人，倒不如因祂
同樣存留喇合及其家人的恩典而感驚訝。

使卻命令敬拜，顯示祂神聖的身分。約書亞
必親自學習，正如摩西開始事奉時所學習的

六22∼27 信心驅使城牆倒塌（來一一
3 0），也將喇合和她一切的親眷都帶出來

（出三）──主的聖潔和祂的至尊。
六1∼21

（來一一31）。神的恩典不單保護她安全，
也提升她到大衛的祖先的位置，並且最終是
主耶穌基督的祖先（太一5,6）。恩典不單保
護我們免被毀滅，也保證我們的高升（羅八
29,30）。信心是那把握恩典的手。

佔領迦南地是三次戰役的成

果──中部、南部和北部。中部戰役是去分
割、佔領土地，包括兩場主要的戰鬥，一場
在耶利哥，另一場在艾城。
耶利哥是設防城，但是她的城牆和閘

在喇合和她的家人獲護送脫險後，那個
城被燒毀了。約書亞宣告，凡重修耶利哥城
為堡壘的必受咒詛，並預言立其根基的人必
喪長子，並且安門的時候必喪幼子。列王紀
上十六章34節記錄這個咒詛的應驗。

口，只能把居民留在城裏接受審判，它們絕
對不能抵禦以色列人。這是一個地形上矮的
城市（低於水平線超過八百英尺），道德上
也是低劣的。這城注定要毀滅，因為她立在
神的地上，而地的合法住戶正前來討回他們

L的產業。我們正如耶利哥人，生命中有許多
ivi
六．艾城的戰役（七1∼八29）
ng
東西浮現出來，妨礙我們取得產業的路。或
第七章處理在迦南地的罪的問題。即使
St
者我們盡是被巨大的磨難挫敗了。只要我們
百姓已過了約但河，他們仍然容易犯罪。這
on
定意前去佔取神所賜的勝利，並憑信心前
eP
裏的故事，正述說以色列人在艾城的失敗，
進，我們將看到神蹟。
ub
和以色列人在亞割從罪中得勝。
猶太人的恐懼使耶利哥人在入侵者到
lis
七1∼5 約書亞⋯⋯打發探子到艾城，
he
達前關閉城閘。以色列人圍繞城⋯⋯六日，
r
他
們
回來告密說，城內欠缺防衛，調派
s
每日一次，晚上回到吉甲。在第七日⋯⋯他
L
td.
們⋯⋯繞城七次。祭司吹羊角（號角）的時 二三千兵丁往艾城已足應戰。他們約有三千
人上艾城，卻失敗了，未能取得勝利。
活石
候，以色列人大聲呼喊。城牆塌陷，神的百
出版
姓便能入城。
七6∼10
勝利後往往有多次的失敗，
一些研讀聖經的人想，城牆塌在地上時 這是我們最意料不到的。這也是我們感到自
有限
象升降機，讓以色列人在城牆上走過入城。 己最強壯的時候。百姓進攻艾城前沒有禱
公司
然而這事的發生，是神的百姓信心的結果 告，也沒有主的命令前去，正如祂曾命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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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取得耶利哥城。因此，他們痛苦地學習
到並非一切都是令人滿意的；有些東西已轉

清楚明白埋伏的細節，但整體的計劃似乎是

變了。迦南人並非更強壯，反是以色列人
軟弱了，原因是罪進入了營地。雖然只是

藏在城的西邊。其余的士兵就在早上從北面

一人的錯誤，但全民都有罪了（11節），且
有三十六人死了（5節）。耶和華告訴約書

丁按計劃退去，把居民引離他們的城。然後

亞，這不是祈禱的時候，乃是行動的時候
（10節）。

進城和把城燒毀的記號。看到自己的城着

七11∼26
約書亞知曉失敗由營裏的
罪惡引起。有人違背了主，在佔領耶利哥時

包圍和毀滅艾城的士兵便輕而易舉了。
第3節講述三萬個勇士被派往城後埋

掠奪戰利品。聖經沒有告訴我們找出犯人的
方法，或者用搖籤之法。無論如何，首先是

的埋伏。但是似乎不需要調派三萬那麼多的

這樣：一隊以色列人在黑夜裏通過艾城，隱
進攻。當艾城的人抵抗時，約書亞和他的兵
約書亞拔出他的短鎗，是給正在埋伏的兵丁
火，艾城的人便恐慌起來。以色列人從兩方

伏，而第12節卻說五千人。這裏可作有兩處
人來埋伏。有人相信三萬應解讀為三十個隊

把範圍收窄到支派，然後到宗族、家室並人
丁──亞干。他承認偷了示拿衣服、二百舍

長，因為希伯來文的“千”也可以翻譯為
“首領”。其它人相信三萬是抄寫五千時的

客勒銀子，並一條金子。他也說出把它們埋
藏在他帳棚內的地裏。

錯誤。五千人（12節）或已被派遣擊退在伯
特利的人，是在艾城西面，距兩英里路。

“我⋯⋯看見⋯⋯就貪愛⋯⋯便拿去
了。”（2 1節）亞干的故事在雅各書一章

在這場戰役 ，猶太人獲准替自己保留牲
畜和財物。如果亞干能稍等一會，他將可得

1 4至1 5節生動地描述出來：“但各人被試
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

到他的戰利品，而毋須賠上性命！

懷了胎，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
來。”

三十六人，而根據聖經的記載，今次卻毫無

亞干違反禁令取去東西，自己便受了
咒詛（申七26）。要亞干一家分擔他的命運

爭。基督徒人生的勝利並非沒有鬥爭，反而

以色列人在第一場戰役中，損失了
損失。他們清除污損後，再一次安然經過戰
是在鬥爭中，得蒙神的同在和保守。

似乎是嚴厲一點，但是罪是嚴重的事情。喇
L
ivi
合的信心救活了她一家。亞干的罪累他的家
ng
七．在示劍確認約（八30∼35）
人一同定罪。此外，他們必定發現他的所作
S
所為，把偷來的東西埋在帳棚裏的時候。也
八30∼35
約書亞順服神的話語（申
ton
許，他的兒女甚至也參與他的罪行。這一課
二七2∼6），在以巴路山上築一座壇，並把
eP
，神給予祂百姓的教訓是清晰的：罪污損全
摩西所寫的律法重刻在石頭上。眾支派聚集
ub
l
營；當揭露出來時，必須全面根除。
i s h 在一起，一半對着基利心山，一半對着以巴
e r s 路山。約書亞站在山谷，在他們的中間。或
亞干及他家室的懲罰是被石頭打死然
後焚燒，並且燒毀他所有的產業和偷來的東 是宣讀⋯⋯摩西的律法上祝福咒詛的話，或
Ltd
西。白尼耳評論說：
是指示利未人宣讀（申二七14）。“人們常
.活
根據經文說話，依命令行。”
石出
因着亞干之死，那褻瀆神的行為得以
償贖，而在亞割谷悲慘的情景，成為希
版有
望之門，因為百姓再次仰臉前進。
八．與基遍人立約（九）
限公
九1∼27
聽到以色列打勝仗的消息，
八1∼29
在第二次進攻時，約書亞和
司
他的軍隊以埋伏的策略攻取艾城。雖然難以 迦南地的諸王都聯合起來，對抗約書亞和以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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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15
然後，在約書亞的請
求下，日頭和月亮“停留”了（或“暫
延”），延長以色列人追捕和消滅敵人的時
間，免得他們能安全地逃回城壘裏。這是以
文學語句來形容日頭和月亮停住了。當我們
要說日出日落的時候，才用這些語句。就這
8
時實際發生的事，有許多自然現象的解釋。
但是這已充分叫人知道，這是一個神蹟，延
長一日的時間，用以出外爭戰。司布真說：

色列人（1,2節）。不過，基遍城的居民和另
外三個城，基非拉、比錄、基列耶琳（3,17
節）斷定這樣做無助於對抗入侵者。他們知
道以色列人被命令滅絕這地的一切外邦居
民。可是他們也知道這些命令沒有包括迦南
地以外的民（申二○10,15）。如果他們能說
服約書亞和他的軍隊，相信他們從遠方經過
長途旅程而來，就不會被殺。
所以他們佯裝穿着破爛舊衣服和補過的
草鞋。此外，他們帶備干的、長了霉的餅和
舊皮酒袋。他們告訴約書亞，他們是從遠方
來的，而他們身上每一樣東西都似乎支持他
們所說的。

祂作的，我們不會有疑問⋯⋯我們不
是嘗試淡化那些神蹟，而是要因神蹟而
9

歸榮耀給神。

雅煞珥書（13節）可指“正直的書”。
現今沒有以這為名的書，肯定這不是默示的
書卷。
那戰事是以色列人的大事。他們整夜前
往，然後打歷史上最長一日的仗。他們用盡
自己的力量，超越平常的限度；但勝利仍屬
耶和華的（10,11節）。馬太亨利以一貫的心
得，觀察如下：

以色列人沒有就此事求問耶和華，但與
基遍人立約。三日後，事情敗露，猶太人中
間引起動亂，要殺死那些騙子。可是眾首領
決定守約保存基遍人的性命。然而，他們從
今以後要為會眾和耶和華的壇劈柴挑水。
約書亞和眾首領有智慧地守他們的
誓言，即使他們曾在這事上被欺哄。後來
掃羅嘗試滅絕基遍人，就受了懲罰（撒下
二一）。

可是為何約書亞和他的兵仍需要傾盡
全力？神不是已應許他必不失敗，祂必
把敵人交在他的手中嗎？祂必然這樣
作，但神的應許是推動，不使人懈怠或
取代人的本分，但要加快、鼓勵我們盡
10
力去作。

九．南部的征戰（一○）
一○1∼6

本章記載南部的征 戰。當迦

L南五座城的王⋯⋯聽見基遍人叛變，歸向以
ivi
ng
色列人，他們相信這使中部的山區勢力十分
一○16∼27 那五王窘在瑪基大洞裏，
St
脆弱，所以決定攻打基遍。基遍人便請約書
後來被殺和掛在五棵樹上，最後葬在洞裏。
on
亞派兵救援。
eP
一○28∼39
此後，約書亞攻佔了迦
ub
一○7,8
約書亞再次聽到耶和華口中
南城瑪基大（28節）、立拿（29,30節）、
lis
安慰的話：“不要怕他們。”他曾在戰勝耶
h e 拉吉（31,32節）、基色（33節）、伊磯倫
利哥和伏擊艾城成功以前聽過這番話。即使
r s （3 4 , 3 5節）、希伯崙（3 6 , 3 7節）和底壁
Ltd
對抗的勢力龐大，他們仍獲保證得勝。
（38,39節）。第37節提到希伯崙的王是第26
.活
一○9∼11
得到主確定必可得勝後， 節說被殺的王的繼承人。
石
約書亞在基遍與敵軍爭戰，使他們逃跑。在
一○40∼43 出這段經文總結了南部的
版有
消滅敵人時，出現了兩個神蹟。第一個是在
征戰。
那裏有大冰雹降下，被殺的人較以色列人所
限公
本章從總體上看當中的毀滅行動。正如
殺的還多。不過要留意，那些是有識別能力
司
夏理提到的：
的冰雹──它們只殺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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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你就使他們的名從天下消滅，必無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將他們滅絕

⋯⋯約書亞快速橫掃這地，徹底地滅
絕當地的人口⋯⋯所有被他追捕的，都
被滅絕；但他沒停止搜索每一處可能隱
藏的地方。這工作交由每個支派去作，
11
在他們的產業地搜索。

了。”（申七24）這裏有三十一個例子顯示
神的信實（7∼24節）；約書亞打敗在約但
河西的三十一個王。

十．北部的征戰（一一）
一一1∼9

貳．在應許之地定居（一三∼
二四）

以色列人得勝的消息導致

北方的王結盟。他們聚集在米倫水邊，即加
利利海的北面。約書亞和他的軍隊進攻和打

一．尚未佔領之地（一三1∼7）

敗他們。然後，約書亞服從耶和華，砍斷他

一三1∼6
約書亞這時已是一個老人
了，而以色列人的應許之地仍未全數佔領。
第2至6節形容在西南和東北的部分，仍是由
外邦人居住。我們也知道幼發拉底河東面的
土地是應許給猶太人的，但他們從未取得這
12
地。

們馬的蹄筋，用火焚燒他們的車輛。砍斷蹄
筋，意即割去馬的蹄筋，使馬匹不能走動。
一一10∼15

夏瑣的首都被焚燒，其它

造在山崗上的城也被毀滅，但沒有焚燒。或
者約書亞感到這城立在山崗上，有助以色列
人在這裡建居所。所有城的居民全被殺滅，

一三7
主指示約書亞佔領得來的地
土，分給九個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派。

所有掠物全被以色列人取去。全然的服從帶
來全面的勝利（15節）。
一一16∼20

二．分配地土（一三8∼一九51）

這段經文回顧約書亞佔

領的土地由南面的西珥至東北的黑門山，以

1. 分地給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
一三8∼33
兩個支派半獲分配在約但
河東的地土如下：整個地區被兩個支派半佔
據了（8∼13節）；流便（15∼23節）；迦
得（24∼28節）；以及瑪拿西半支派（29∼
31）。

及在西北的利巴嫩平原。基遍逃過毀滅。以
色列仍未佔領耶路撒冷，直至大衛的時候。
（第16節提到的歌珊並非在埃及，而在巴勒

Liv

斯坦的南部。）

ing

一一21∼23
特別提到在所有城內的
亞衲族人被滅絕，除了在迦薩、迦特和亞實
突。“國中太平沒有爭戰了。”（23節）換
言之，已打過主要的戰役，縱然還有很大的
征討仍未完成。

St

利未支派沒有分配產業（14節），由於
這是祭司的支派，耶和華因而特別成為他們
的產業（33節）。
減去利未支派，剩下只有十一個支派。
但是約瑟的兩個兒子，以法蓮和瑪拿西，包
括在約瑟位分之內，所以把支派數目增至
十二個。約瑟的兩個兒子包括在內，因為雅

on

eP
ub
lis
he
rs
十一．總結佔領（一二）
Ltd
一二1∼6 這六節經文帶我們返回神讓
.活
各在臨死前認領他們為他的兒子（創四八
摩西戰勝亞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王噩的事
石出
5）。
蹟。這些勝利是全面征服的其中一環，因為
在橫過約但河時擊殺的人中，特別提到
版有
兩支派半佔據了約但河東的地。
巴蘭被殺的事跡（22節）。主沒有忘記這位
限公
一二7∼24
神早在以色列人過約但河 邪惡先知曾使祂百姓陷入嚴重災難中（參看
司
前給他們應許：“將他們的君王交在你手 民二三∼二五）。“要知道你們的罪必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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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供應研讀、默想、闡解、應用聖經的資料；只作下載使用。***

活石舊約聖經註釋

你們。”（民三二23）
第25節出現一個有趣的問題。迦得支派

歲），直到他得到他的基業。
一五1∼12
本段描述猶大支派的邊
界，現在已不可能準確地追溯了。或者這會
令一些人疑惑，為何所有細節都記在聖經
內。答案是，當然，在神眼中，這些細節十
分重要。它們是聖靈的默示，都是屬靈豐
富、有益的教訓。

得以佔據亞捫人一些的土地，但申命記二章
19節卻禁止。然而，這亞捫人的地早被亞摩
利人的王西宏奪去，成為他國的一部分。所
以以色列人當時是從西宏奪取土地，這地已
不再屬於亞捫人了。
第26節提到的底壁並非前一章的同一個

一五13∼20
迦勒佔領希伯崙的事記
在第14節。他把女兒押撒許配給能佔領基列
西弗（底壁）的人（16節）。迦勒的姪兒俄
陀聶就是奪得城邑和贏得新娘的那一位（17
節）。他後來成為以色列第一位士師（士三
9）。押撒⋯⋯勸俄陀聶向她父親求一塊田

城。這城是在約但河東，而約書亞佔領的是
在河的西邊。
2. 分地給猶大支派（一四∼一五）
一四1∼5 本章開始時記述約但河西面
分給九個半支派的土地。耶和華借摩西所吩
咐以拈鬮分配土地。意思大概是各支派整體

（18節）。她說的“你既將我安置在南地”
的意思是俄陀聶已求得那地。然後押撒要求
上泉和下泉的有水之地。
一些城如底壁和希伯崙曾不只一次被奪
去，這是由於迦南人擅打游擊戰（參看第十
章的註釋）。也要留意，這裏超過一座城用
相同的名字（例如底壁）。

的位置是以抽籤方式決定，但地域的大小卻
根據支派的人口分配（民二六53∼56）。
一四6∼15
在支派的名單中，猶大居
首（一四6∼一五63）。猶大人帶領以色列
的軍隊（參看民一○14），並且是最大和最
有勢力的支派，擁有七萬六千名勇士。
在給予地域邊界前，神的靈記錄迦勒
希望得到希伯崙這城的高尚要求。即使他年

一五21∼63
本段列明猶大的城的邊
界。我們學習先祖事蹟時，會熟悉當中一些
城：希伯崙（54節）（也稱為基列亞巴和幔
利）與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有關的（創
一三1 8；三五2 7），並且他們都葬在那裏

越八十五歲，他的信心、勇氣和力量沒有減
少。他渴望更多屬靈的戰勝和得到希伯崙作

L他的產業。
i v希伯崙的意思不單指這座城，也指其周
ing
（創二三17∼20）。或者因此令具有屬靈洞
圍的山地（12節）。這城早被約書亞佔領了
St
察力的迦勒這麼珍惜這地。別是巴（28節）
on
（一○36,37），後來給了祭司，但是迦勒保
意思是“美好的約誓”，先祖曾在這地留了
eP
留周圍地區作他的產業。
許久。這是更新、恢復精神和休息的地方
ub
迦勒早在四十五年前，一場瘟疫奪去
（創二一31；二六33；四六1）。耶路撒冷
lis
不信的探子的生命時，他免於受害（民一四
h e （63節）由耶布斯人所佔。直到大衛年間，
36∼38）。在矌野飄流過後，他繼續存活。r s
才最終把他們逐離耶路撒冷（撒下五6,7）。
L t這些城是猶大豐富的產業和強大的剌
他在迦南的戰爭中，也得以保存性命。他知
d.
道神使他繼續存活，答應獎賞他的信心，必
活石
激，借以加強他們的信心。亞伯拉罕、以撒
不把他交給亞衲族人。因此，他們是巨人又
和雅各的神在他們的子孫中間，履行祂古時
出版
怎樣？他們在他的土地上，他以神的力量把
的應許。
有限
他們趕出去。他仍以信心的目光看事物，並
我們從第2 1至3 2節數算城邑的數目，
非事物的外表。這是他擁有持久力量和奇妙
公司
發現這裏有三十八座城，即使第32節說只有
成功的祕訣。他不準備退休（即使已八十五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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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14∼18

二十九座。其中九座城屬於西緬，他的產

在以法蓮和瑪拿西得到

業在猶大邊界之內 （一九1∼9）。故此有

約但河西毗連的土地後，他們投訴他們只得

二十九座城是屬於猶大的。第33至36節有類

一鬮（14節），並且他們被北面的城堡包圍

似的計算問題；數點了十五座城，但或許基

着（16節）。約書亞反駁他們的論調。當他

底拉和基底羅他音是同一座城的名字，所以

們說他們因為人多，需要更多土地（14節）

13

第36節的總數為十四座城。

時，他便告訴他們以他們的人力砍伐境地內

特別留意最後一節。城的高地錫安山，

的樹林，並居住在那裏（15節）。當他們投

直到大衛年間才被奪取。城的低地耶路撒

訴這裏有迦南人在境內，迦南人又有鐵車

冷，被猶大奪取（士一8），然後再被耶布

（16節），他確保他們有高超的力量，把迦

斯人奪去（士一21）。耶路撒冷是列明屬於

南人趕出去（18節）。第14節的“一鬮”意

便雅憫（一八28）以及猶大的；這地位於兩

思指在約但河西以法蓮和瑪拿西的土地。當
約書亞說：“不可僅有一鬮之地”（1 7節

個支派的邊界。

下），他的意思不是說他們可得到額外的土

3. 分地給約瑟的子孫（一六∼一七）
一六1∼4 跟着是約瑟支派。約瑟得到

地，而是他們必定佔據所有已分給他們的土

長子名分（即是雙分；代上五1）是從流便

地。

所撤消的（創四九4）。約瑟之地的整體邊
界於本段記述了。這當然是分給以法蓮和瑪

4. 分地給余下的支派（一八∼一九）
一八1
以色列人安營的地方由吉甲轉

拿西半個支派，他們都定居在約但河西面。

到示羅。會幕在這裏設立，並留下來直到撒

一六5∼10

母耳的日子。分配土地繼續分述。

本段描述以法蓮的邊界。

特別留意第10節。以色列人沒有趕出⋯⋯迦

一八2∼10

南人，帶來日後悲痛的歷史。
一七1∼13

猶大和約瑟支派佔鬮得到

他們的產業，但還有約但河西的七個支派沒
有分得他們的地業。因此，約書亞派出一組

瑪拿西的產業部分在約但

人，每支派選三個，並以拈鬮寫明余下的七

河東的基列和巴珊（1節），以及部分在西

個支派應得的地。

面（7∼11節）。約但河西的土地是靠在北
L
ivi
面迦南人的六座重要城堡──伯善、以伯
一八11∼28
第11至20節列明便雅憫
n
g
蓮、多珥、隱多珥、他納和米吉多（11,12 的邊界，以及在第21至28節列明所擁有的城
St
節）。
邑。便雅憫得到的比例是細的，但這是個選
on
eP
一些以法蓮的城邑是在瑪拿西的土地
擇。這佔據心臟地帶，和繼承在邊界的初熟
ub
內，而一些瑪拿西的鎮市又在亞設的土地
之物，是以色列在迦南地勞碌栽種的成果。
lis
內，並且⋯⋯以薩迦（7∼12節）。
吉甲在便雅憫的境內，得到約但河西
he
西羅非哈的女兒繼承瑪拿西之子孫的產
r s 首處安營的地點。那裏的記念石頭見證過約
業，正如神吩咐摩西的（3,4節）（民二七1 但河這個神蹟。在那裏，百姓守迦南地第一
Ltd
∼7）。這樣做是確保西羅非哈家仍分得產 個逾越節，開始吃那地的產物。在那裏，全
.活
業，即使他們沒有男性繼承人。那些女兒必 民再次行割禮，從埃及人而來的凌辱一掃而
石出
須與她們支派裏的男子結婚，所以土地仍屬 空。這是極具歷史意義的，因為沒有別的地
版
於瑪拿西支派，不至與其它支派通婚，土地 方有那麼多的屬靈教訓。 有
限公
被吸納（民三六1∼13）。
耶利哥城的殘余痕跡仍在便雅憫地清
司
楚可見。她的城牆曾被認為不可攻破，但已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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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下來了。喇合的居所仍屹立，因這標誌着

待分配（二十一章），但約書亞的工作已差

神的恩，用以回報信心的。便雅憫人何時需

不多完成。照耶和華的吩咐，他得到亭拿西

要重新提醒這場主的爭戰，可以隨時探訪這

拉城（50節）。

地。

三．逃城（二○）

伯特利（神的殿）令便雅憫人記起他們
的祖先的信心和以色列神聖的拯救者的信實

下一步就是預留六座逃城，約但河外的

（創二八18∼22；三五1∼15）。

兩邊各有三座城，殺人的可逃離報血仇的。

耶路撒冷被立為首都，但直到耶西的兒

他是無心地殺了別人。那報血仇的通常是被

子趕出耶布斯人，離開他們如山的城堡後，

殺者的親屬，試圖為死者報仇。若那殺人的

才正式定都。

能逃往逃城，那裏便是他的避難所；等到那

便雅憫地環繞 許多昔日、現在和將來祝

時的大祭司死了，他才可以安全地回到他所

福的標記。何等豐裕的鬮歸予雅各最小的兒

屬的城邑。

子！
一九1∼9

附篇──逃城

西緬的地業是在猶大支派

地業的中間。看來，猶大的土地非常廣闊，

逃城是有意義而在神學上是重要的。麥
理雅就逃城，寫述傳統的細節：

其支派不能全佔所分的土地，所以撥出部分
給西緬。這應驗了雅各對西緬的預言：“我

猶太解經家告訴我們往後的日子，
那避難所怎樣給予誤殺人者更大的保
障──（１）通往逃城的路常保持修補
妥當，需要三十二肘（約四十八英尺）
闊；（2）所有障礙物都要清除，免得
對他的腳構成危險和阻礙他的速度；
（3）沒有小丘，河流上必須有橋通
過；（4）每處轉彎的地方都貼上筆直
的字“避難所”，以引領正在逃亡的不
快樂的人；（5）安頓在城後，那殺人
者有日常的住處，當地的居民教導他們
14
幹一些行業，讓他能供養自己。

要使他們分居在雅各家裏，散住在以色列地
中。”（創四九7）
別示巴和示巴（2節）大概是指同一
地，按第6節所指，合共只有十三座城。一
些城邑列出來，以便詳細地分辨個別的邊
界，即使那些城邑不在土地之內。所以有
時所說的城邑數目未能互相配合（例如第
15,30,38節）。

Liv

ing

一九10∼39

St

跟着，是余下六個支派的

on

邊界：西布倫（10∼16節）；以薩迦（17∼
23節）；亞設（24∼31節）；拿弗他利（32

這些城邑勾畫出以色列這民族，並它
eP
殺害彌賽亞的罪。基督就是逃城，是悔改的
ub
lis
大的一些城（比較第41節及一五33）。
以色列人可逃往的避難所。慕迪寫評註說：
h e “逃城是基督的預表，並且它們的名字也明
一九40∼48
但支派原本拈鬮的境地r s
顯有意思。”
Ltd
在西南面，邊臨地中海，包括約帕和以革倫
.活
（40∼46節）。後來，這境地實在太小，其
以下是逃城的名字及其意思：
石出
中一些支派移居到東北的拉億（利善），並
約但河西
把該城改名為但（47,48節；士一八）。
基低斯──聖潔 版
有限
示劍──力量
一九49∼51 第51節記述把地分完了，
公司
基列亞巴或希伯崙──交通
也預留逃城（二十章），而利未人的城仍有
∼39節）和但（40∼48節）。但支派得到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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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河東
基列的拉末──高舉

瑪拿西半個支派得十三座城。
米拉利人：從流便、迦得和西布倫得

哥蘭──快樂
比悉──安全

十二座城。
每個支派要交出四座城，除了猶大和西

因此這些城邑的名字說明基督所給予的

緬支派，合共要交出九座城，以及拿弗他利
要交出三座城。

每一個祝福。逃城都位於戰略的位置，沒有
一處的土地離它們超過三十英里。慕迪這樣

逃城成了利未人的城（13,21,27,32,36,38
節），分散在所有以色列的支派之中。這應

引申說：

驗了雅各的預言（創四九5∼7），以及較能
發揮他們民族裏教導任務的功能。

逃城的位置便於每處地方通往。因此
對罪人來說，基督是易於找到的（約壹
16
二1,2）。

二一43
本節必定要在其它經文的亮
光下閱讀。本節並不是說以色列人佔據了由

留意逃城給予殺人者暫時的拯救，相
對於基督給予罪人永遠的拯救之間的相同之

埃及河至幼發拉底河的全地，相反，意思指
是約書亞劃分的土地，是神要應驗的應許，

處。通往逃城的道路是清楚和有清晰指示
的，就好象救恩的道，沒有人會弄錯和失掉

祂給予他們每一處腳掌踏足的地方（書一
3）。

他得生命的道路。逃城分散全地，又容易前
往，正如基督是讓所有人來到祂面前一樣。

二一44 同樣，本節必須小心詮釋。還
有仇敵在這地上，並非所有迦南人都被消滅

危機驅使百姓走往逃城，同樣許多時候，要
有危機人們才奔向主耶穌去避難。對於罪人

了。但這不是神的錯，祂應驗祂的應許，打
敗每一個與以色列為敵的人。如果這裏有未

來說，沒有中立之地可站的──他不是在逃
城裏得安全，就是陷入血腥報復者的忿怒

能打敗的敵人和一小撮的對抗，這是因為以
色列人不去領取神的應許。

中。每個人不是在基督裏得平安，就是在神
的審判下（約三36）。

Liv

二一45 留意本節。耶和華應驗了每一
個應許，一句也沒有落空。神的信實是當得
稱頌的！不過以色列人沒有恰當地收取每一
個應許而已。

──

四．利未人的城邑（二一）
in

gS
ton
eP
五．約但河東的祭壇（二二）
ub
二二1∼9
在劃分約但河西面的土地
lis
h e 時，約書亞准許流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
哥轄族：
r
（1）亞倫的子孫（即祭司）──從猶 s 支派的人返回他們約但河東的境地，就如原
Ltd
大、西緬和便雅憫支派得十三座 來所同意的。他也告訴他們平分從戰役中奪
.
來的物。 活
城。
石出
他們離開他們所愛的，出去與迦南人爭
（2）其余的哥轄族人──從以法蓮、
版有
戰已有七年。他們忍受鬥爭的艱苦，直到平
但和瑪拿西半個支派得十座城。
定那地。我們也被我們的司令呼召，要忍受
限公
革順人：從以薩迦、亞設、拿弗他利和 艱苦，為神在地上建立國度，打那真道之美
司

二一1∼42
城共四十八座（41節），
並有屬城的郊野作放牧之用，包括耶和華
所吩咐那些交給利未人的逃城（民三五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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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約書亞給予以色列領袖的遺言
（二三）

好的仗（提前六12；提後二3）。這樣的犧
牲並不容易，但這是生命中重要的元素，是
討神喜悅的。今日人們需要以火熱的熱忱在
戰場上爭戰：

這是約書亞兩篇遺言的首篇。在這裏，
他向以色列的首領說話。

我豈可躺臥高床軟枕，
安舒上天堂；
別人卻要力戰得獎賞，
渡過血染的大海？

約書亞吩咐要大大壯膽和謹守律法（6
節），以回答早年耶和華對他說的話（一
7）。他以在苦難中磨煉出來的生命，證實

我若要作王，就必須上戰場；
主啊，加我勇氣；
我要前去抵受勞苦，忍耐痛楚，
有祢的話支持我。
∼以撒華特

給後代。

說話的真實性，以及這時能夠有信心將之傳
他提醒他們神的信實，祂必應驗祂的應
許，要給他們的地，和對待當地的外邦人。
神繼續趕⋯⋯出敵人，但百姓必須服從祂。
此外，他們不可為外邦民族的偶像所束縛，

二二10,11
在返家途中，這些人決定
在約但河岸附近築一座壇。當其它九個半支
派聽聞這事，他們非常憤慨。他們害怕這要
成為在示羅所建的敵對祭壇。他們更害怕這
將成為偶像祭壇，神因此懲罰整個國族。

也不可與迦南人通婚。否則，這些異教徒將
不斷成為以色列的禍源。
神沒有一句話落空（14節）的。這並不
表示所有的地已經在猶太人手裡。主自己曾
說，祂不立刻趕出所有的外邦人，而是逐步
趕出他們（申七22）。事實上，主的應許無

二二12∼20
向約但河東的支派宣戰
攻打以前，以色列人打發一個代表與他們會
面，若他們認為他們的境地不潔淨，便給他
們約但河西的土地（19節）。
在處理築壇事件中，非尼哈和其它人重
提，以色列如何因毗珥的罪孽（17節；比較
民二五）以及亞干犯了罪而受苦害（20節；
比較第七章）。
他們視這壇危害他們的福祉，所以反應
十分大。作為百姓，他們學習到罪污損整個
營，以及神要國民為個人的行為負責任。

Liv

ing

St

一落空，這是約書亞的堅定的支持，鼓勵領
袖去完成他所開始的工作。他這個勸告，附
帶一個警告（5,16節），他們若忘記神吩咐
的約，轉去拜偶像，耶和華必以祂的信實，
使他們在這美地上滅亡，正如祂滅迦南人時
所作的。
新約聖經與這章對照的是哥林多後書六
章14至18節。屬神的人要分別為聖，我們不

on

能靠近主，同時又與祂的仇敵緊密相連。

eP
ub
七．約書亞給予以色列百姓的遺言
二二21∼29 跟着，流便、迦得、瑪拿
lis
（二四1∼15）
he
西半個支派的人解釋，這座壇不是作祭壇。
r
二四1∼14
第二篇遺言，是給予百姓
這只是一座記念的壇，作為將來的後代的證 s
L
td.
據，說明約但河東的支派實屬以色列民族一 的，在示劍發表。
約書亞重述神百姓的歷史，由他拉開
活石
部分。
始，繼而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提醒
出版
二二30∼34 其它支派都以這個解釋為
百姓，在埃及時主大能的拯救、在曠野飄
美，戰爭平息了。東邊的支派稱這壇名叫證
有限
流，又在約但河東勝過摩押人。然後，他數
壇，意思說它在約但河兩岸支派的見證，證
公司
算他們進入應許之地；他們在耶利哥城得
明耶和華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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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他們滅迦南地的王（2∼13節）。在第7
節的黑暗，回指出埃及記十四章19至20節，

各命令他的家人拋掉那些“外邦神”，
他把神像埋在示劍的橡樹底下（創三五
2,4）。那裏也是約書亞促請他的後代

那裏雲彩給予以色列人亮光，卻給予埃及人
黑暗。

拋掉他們祖先所事奉的別神的地方（14
17

節） 。

這個由創世到約書亞歷史的簡潔摘要，
其中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神的主權。留意

九．約書亞逝世（二四29∼33）

祂怎樣述說故事：“我⋯⋯領”（3節）；
“（我）賜給”（4節）；“我差遣”（5

約書亞⋯⋯死了，正一百一十歲，葬在
他地業的一座城內。約書亞時代的人還生存
的時候，以色列百姓仍忠於耶和華。我們不
知道誰寫最後幾節經文，也不知道這是否必
須知道的，又或者這真是必須包括在內。
應約瑟死前的要求，從埃及取回約瑟
的骸骨，將之埋在示劍（創五○24；出一三
19）。

節）；“我領”（6∼8節），“我不肯聽”
（10節）；“我把⋯⋯交”（11節）；“我
打發”（12節）；“我賜給”（13節）。耶
和華照祂永恆的計劃辦事，誰能阻礙祂的
手？這樣的神是要去敬畏和服從祂的（1 4
節）。
二四15 這並不是耶和華和偶像之間的
選擇：約書亞假設百姓已決定抗拒事奉神。
所以他向他們挑戰說，可以選擇列祖在米所
波大米事奉的諸神和亞摩利人的神，那是他
們在迦南找到的。對於信徒的後代來說，約
書亞和家人的高尚決定是一個啟示：“至於
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最後，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也死了，並
葬在⋯⋯以法蓮山地。
在全書最後的五節 ，提到三次的埋葬：
約書亞的埋葬（2 9∼3 1節），約瑟的埋葬
（32節）和以利亞撒的埋葬（33節）。三位
都埋在約瑟的境內。三位都用心事奉他們的
神和國家。約書亞和約瑟一生，是偉大的拯
救者，而以利亞撒的死也顯示他是拯救者。
由於他是大祭司，他的死能釋放所有逃往逃
城的人（二○6）。正如創世記和申命記一
樣，約書亞一生以敲響偉大的神人的死亡鐘
聲作結。“神埋葬祂的僕人，但繼續祂的工
作。”

八．在示劍重新立約（二四16∼
28）

L i v當百姓答應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說：
“你們不能事奉耶和華。”（19節）意思是
ing
他們不能同時敬拜耶和華和偶像。約書亞
St
確信百姓墮落至拜偶像，因為那時就連他們
on
eP
的帳棚內也有外邦神（23節）。百姓信誓旦
評註
ub
旦，答應忠於他們的神，所以約書亞在橡樹
l
ish
下，設一塊大石頭，作為以色列約誓的見
r v i n g L . J e n s e n）,
e r s Joshua,（簡介）詹遜（I
證。（第26節提到的耶和華的聖所並不是指
RestLand Won，頁14。
Ltd
在示羅的會幕，但僅是聖潔的地方。）
（一1∼9）史伯克（T. Austin Sparks）,
. 活，頁104。
就着拜偶像的問題，顏梅亭寫道：
What Is Man?
石4）凱爾（C
. F. K e i l）及
（二1下∼2
拜偶像似乎是以色列人不能擺脫的
出
德理慈 （Franz Delitzsch）,
版 有Joshua, Biblical
罪。他們早期的先祖事奉別神，正如我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VI:34。
們在第2節所看到的。當雅各和他的家
限 nald K.
離開拉班，拉結取了她父親的神像（創
（ 三 1 4 ∼ 1 7 ） 甘 培 理 （ D o公
司
三一30∼34）。但當他們到達那地，雅
Campell）,“Joshua”, The Bible Knowledg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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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I:335。
5

the Whole Bible, II:59。
11

（一○40∼43）夏理（John Haley）,
Alleged Discrepancies of the Bible，頁324。

（三14∼17）同上。

6

（七11∼26）白尼耳（Hugh J. Blair）,
“Joshua”, The New Bible Commentary，頁
229。
7
（八30∼35）詹姆遜（R. Jamieson），
霍石（A. R. Fausset）和鮑爾朗（D. Brown）,
Critical and Experimental Commentary, II:23。
8
（一○1 2∼1 5）三個觀點都認定為一

12

（一三1∼6）在所羅門王國時代，疆
界確達幼發拉底河西北部分地方，直到朝貢
的土地。但若果整條河意思是指東部的邊
界，這必定是將來的事了。
13
（一五21∼63）凱爾（Keil）和德理
慈 （Delitzsch）堅持這些在舊約聖經類似的
數字問題，應是抄寫上的錯誤（Joshua，頁
163,164）。繼續討論這明顯的差異，參看歷

個獨特的神蹟，並解釋它的出現（而不是錯
解）：

代志下的註釋。
14
（附篇）麥理雅（G. F. Maclear）, Th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The

（1）當日頭在約書亞上面時，神確
實阻止（或停止）地球的轉動，共歷
四十八小時。這與古代文化流傳說“長

Book of Joshua，頁183。

晝”的意義相同，也正是約書亞的“長

15

（附篇）慕迪（D. L. Moody）, Notes
from My Bible，頁48,49。

晝”。
（2）翻譯“停留”（希伯來文是

16

（附篇）同上，頁49。
（二四16∼28）顏梅亭 （Carl
Armerding）, The Fight for Palestine，頁
149。

dōm）為“中斷”或“終止”（正是在

17

英王欽定本（K J V）的列王紀下四章6
節及耶利米哀歌二章18節），有些看這
為約書亞的軍隊祈求，解除在熾烈的太
陽下。那很大的冰雹便是神對約書亞禱
告的回復。
（3）由於約書亞在清晨進攻，因此

L i v有人相信他曾禱告求“止住”日頭，並
續以半明半暗的狀態。然後冰雹的出現
ing
是神對禱告的回復。
St
on
第一個觀點似乎最符合內文：“日頭
eP
在天當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
ub
久。”（13節下）
lis
. H.
（ 一 ○ 1 2 ∼ 1 5 ） 司 布 真 （ Ch
ers
9

Spurgeon）, Spurgeon's Devotional Bible，頁
168。簡單但有助論述內文的科學觀點，參

看Chapter X, Difficulties in the Bible，作者叨
雷（R. A. Torrey），（Chicago: Moody Press,
1907）。
10

（一○1 2∼1 5）馬太亨利（H e n r y
Matthew）,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Ltd

.活
石出
版有
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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