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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讀經班之二: 歷史書
第二十課，約書亞記1-10章

2007年6月3日, 王文堂牧師

舊約讀經班的要求

1. 來上課的人必須是基督徒

2. 每次必須讀完指定的經文

3. 不要遲到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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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規定

每次的測驗是 closed book
可以隨時插班, 從該週的進度加入

課程結束時, 達到以下要求者將由教會頒發
結業證書:

讀完所有指定的經文

缺課不超過四次

讀經者的信念

1. 聖經是神的話語, 是基督徒生活與信仰的
最高準則

2. 神藉著聖經向他的兒女說話

3. 喜愛神的話語將會使你蒙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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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經的態度

1. 以信心讀

2. 以紀律讀

3. 為自己讀

聖經歷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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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歷史觀

1. 神主的歷史

a. 聖經歷史是以神為主, 不是以人為主

b. 重點不是歷史事蹟, 而是神人關係

2. 恩典的歷史

a. 聖經歷史是神以恩典救贖人類的經過

b. 救贖的恩典在耶穌的身上得到完全

3. 信心的歷史

a. 信心的表現是聖潔: 做神的子民

b. 信心的表現是順服: 謹守遵行神的話語

歷史的借鏡

1. 為什麼讀聖經歷史有用?
a. 因為神沒有變

b. 因為人沒有變

2. 讀聖經歷史有何益處?
a. 幫助你認識神

b. 幫助你應用所知道的真理

c. 幫助你避免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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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選擇性的記載

1. 從一人到一家 (亞伯拉罕到雅各)
2. 從一家到一族 (雅各到摩西)
3. 從一族到萬民 (摩西到耶穌)

摩西五經: 從亞伯拉罕到摩西

歷史書到福音書: 從摩西到耶穌, 從律法
到恩典, 從一族到萬民

瞭解以色列

1. “以色列”代表神所拯救的對象 (以色列是神的選
民, 神揀選的目的是拯救)

2. 舊約時代的以色列, 預表新約時代的基督徒

3. 神拯救以色列人的目的是要他們做神的子民

4. 歷史書的內容,是記載以色列人在“做神的子民”
這件事上的掙扎與失敗

5. 基督徒讀歷史書的目標,不是研究以色列的歷史
(客觀的),而是使自己做好神的子民(主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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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書綜覽

卷數: 共十二本

年代: 主前1400-400年(取整數), 共一千年的歷史

結構: 
1. 建立王國之前的歷史(1400-1050): 約書亞記, 士師記, 

路得記

2. 王國時代的歷史(1050-586): 撒母耳記上, 撒母耳記下, 
列王記上,列王記下, 歷代志上, 歷代志下

3. 國家滅亡之後的歷史(586-440): 以斯拉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國際局勢

時代 敵國外患

士師時代 迦南各族,如摩押人,米甸
人,亞捫人,非利士人

王國時代 前期: 亞述,亞蘭

後期: 巴比倫,埃及

淪亡時代 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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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約書亞記的主題與大綱

主題:神所賜的產業
大綱:
1) 1-12章: 得著產業
2) 13-24章: 分配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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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的金句

金句:約書亞記1:6-9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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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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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豈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不要懼怕，
也不要驚惶，因為你無論往哪裡去，耶和華你的
神必與你同在。＂

約書亞小檔案

姓名：原名何西阿（拯救之意），摩西將
他改名為約書亞*（耶和華拯救之意）

家世：以法蓮支派，父親名嫩

履歷：擔任摩西的副手四十年

使命：率領以色列人征服迦南地

約書亞(希伯來文)翻成希臘文就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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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的主題教導

如何得著神為你所預備的產業

1. 生活的態度: 剛強壯膽往前行

2. 神的應許: 我必與你同在

3. 履行的條件: 謹守遵行神的話

4. 履行的結果: 你必承受產業

三個永不改變的因素
Three changeless factors (by Francis Shaeffer)

1. The Written Book 寫下來的書

1) 不可離開你的口(要談論神的話語)
2) 要晝夜思想(要思想神的話語)
3) 好使你謹守遵行(要實踐神的話語)

2. The Power of God 神的大能

3. The supernatural Leader 超自然的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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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的預備

1. 在利非訂

2. 在西乃山上

3. 金牛犢事件

4. 在會慕中

5. 窺探迦南地

6. 在營中

7. 接受按立

8. 擔任領袖

征服迦南地的道德問題

問題一:神是否為了給他的選民地方住而趕走了迦
南地的原住民?
問題二:神讓以色列殺戮迦南人, 這樣做是否太過
殘忍?
回答一:申命記9:4-5,不是為了以色列人

回答二:利未記18:24-25,神逐岀迦南人的原因

回答二:創世記15:16,神給迦南人悔改的時間

回答四:創世記18:22-32,神不輕易發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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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朱紅色的線索

1. 逾越節朱紅色的門框

2. 拴著朱紅線的鳥

3. 縋著朱紅繩子的窗戶

4. 穿著朱紅袍子的人子

在珠紅色的保護下得著生命

朱紅色代表耶穌基督的寶血

喇合

具有深意的一章(約書亞記第二章)
喇合的信心: 聽而信, 信而行

耶穌的家譜: 他瑪, 喇合, 路得, 拔示巴

新約的評價
妓女喇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
不與那些不順從的人一同滅亡。(來11:31)
妓女喇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別的路上出
去，不也是一樣因行為稱義嗎？(雅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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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記念

1. 環境中的記念: 石頭

2. 日子中的記念: 節日

3. 身子上的記念: 從割禮到浸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