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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约书亚记（下）
棒

主题：承受土地
边说

边做

一、准备进去（1~5 章）
双手拍掌，然后打开（象征约旦河
分开），同时，一只脚踏前一步
（象征进入迦南）

二、征服土地（6~12 章）
右手握拳，用力击打左手
掌心一下

三、划分土地（13~21 章）

四、临别赠言（22~24 章）

伸出左臂，右手好像一把
刀子，在左臂上切三段
（代表划分）

双手举起挥动，象
征向民众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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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书卷列表（按历史进程排序）
每当我们开始研读一卷旧约书卷前，先把那一卷书（或那一组书卷）的名称加进以
下这个图表内。你也可以把它抄在黑板上，又或以一张纸代表一个方格，把它们贴在墙
壁上。大家每次按本课程研读旧约书卷时，按次序把所研读的书卷的名称加上去。〖 教
学提示：你可以在附录一《旧约书卷总表》找到完整的图表。〗
3

5

利

申

1

2

4

6

创

出

民

书

12~32

33~44

45~52

55~58

复 习
约书亚记大纲（上半部分）

一、准备进去（1~5 章）
（一）准备！（1~2 章）
（二）进去！（3~5 章）

二、征服土地（6~12 章）
（一）征服中部（6~8 章）
（二）征服南北（9~12 章）

关于约书亚记的重要资料
作者：传统认为是约书亚（除了部分，如
24:29~31）
，或一个当时的见证人（见 5:6
的“我们”
）
写作日期：大约公元前 1,400 年
所记历史年期：大约公元前 1,400 年
旧约历史 100 步：
由第 55 步“约书亚将军”
到第 58 步“约书亚死了”
钥节：11:23
主要篇章：14、24 章
主题：承受土地
其他：
1. 这卷书的 24 章经文记载了大约 24 年
的历史。
2. 约书亚的原名是何西阿(民 13:8；申
32:44）
，意思是“拯救”
，而约书亚的意
思是“耶和华是拯救”。
“约书亚”的希
腊文就是“耶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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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大纲（约书亚记下半部分）
三、划分土地（13~21 章）
四、临别赠言（22~24 章）

划 分 土 地 （ 13~21 章 ）
经文
 书 13:15 摩西按着流便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
 书 13:25 他们的境界是雅谢和基列的各城，并亚扪人的一半地，直到拉巴前的亚罗
珥；
 书 13:24 摩西按着迦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
 书 15:20 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
 书 16:4 约瑟的儿子玛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
 书 18:1~2 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经被他们制伏
了。2 以色列人中其余的七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
 书 19:51 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在示罗会
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拈阄所分的地业，这样，他们把地分完了。
 书 21:45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问 题
根据上面记载在约书亚记 13、15 和 16 章的经文，哪几个支派得了他们的产业？神
的应许只是笼笼统统地实现，还是明确仔细地实现？
根据约书亚记 18 章 2 节，有多少个支派还没得到他们的产业？
根据约书亚记 19 章 51 节，他们把地分完了吗？
约书亚记 21 章 45 节提到神应许赐福以色列的话都应验了，可是当时以色列还有好
些土地尚未得到。你会怎样理解这段经文？

经文解释
虽然还有很多土地尚待以色列人去攻取，但约书亚凭信心把这些土地都分给
以色列各个支派，首先是约但河东的支派，最后是约书亚自己所得的基业。他们也
分配土地给利未人，又划分一些地方作为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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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第三个部分（13~21 章），以色列人按着 12 个支派划分土地。九个半支派
在约但河西居住，两个半支派在约但河东居住。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为他们拈阄分
地。除了约书亚之外，这部分最触目的人物，是约书亚的“信心伙伴”——迦勒。本书第 14
章记载了迦勒的见证。以色列人初探应许地时，这名勇武的战士和约书亚并肩对抗 10 名
探子的不信。迦勒清楚记得，45 年前神曾应许把希伯仑赐给他，作为他信心的奖赏，现
在他勇敢地要把这个城取来作自己的产业。迦勒是绝对信靠神的人，他深深记住神的应
许。他虽然知道前面仍有战事，但他也知道神必定会帮助他取胜（参 14:12）。愿我们效
法迦勒，专心跟从神。
在约书亚记首 12 章，约书亚的角色是一名将领，带领他的军队打胜仗。由第 13 章
开始，约书亚变成为一位行政长官。以色列人需要把征战所得的土地分给各支派，约书
亚负责监察这项重要的事务。
许多人觉得约书亚记这部分单调乏味。有人表示这部分的许多内容犹如地产契约，
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这部分是以当时的契约格式说明十二支派划分应许地的详情。为
什么要记录这些沉闷的细节？因为以色列所打的每场战争都有其目的。他们不是为胜利
而争战，也不是纯綷为了消灭迦南人；争战的目的是要履行这份契约，而要履行契约的
话，必须征服土地。
当时，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尚短，征服迦南绝对是他们历史上的高峰。经过在埃及数
百年的奴役、在旷野四十年的飘流，和进入迦南的艰辛战役，他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
建立家园，耕种土地，生儿养女，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享受太平。分地，对以色列人来说
是欢喜快乐的日子。

故事／例证
（一）圣经故事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 13:7~18；参来 11:8~10）
主旨：亚伯拉罕等候神所应许的一座城，就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也不与罗
得为土地相争。
神给门徒的应许（徒 1:8，28:30~31）
主旨：使徒行传结束时，保罗被解到罗
马，也把福音传到那里。当时，条条大路通
罗马，应验了门徒必得着圣灵的能力，把福
音传到地极的应许。
神给彼得的异象（徒 10:34~36；参
10:1~33）
主旨：神透过异象，让彼得放胆把福音
传给哥利流，兑现了救恩临万邦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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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证
比喻：血汗钱
当一个人决定购置一些价值高昂的产业时（例如房子或汽车），交易的过程只是一
瞬间的事，买家付钱，卖家收钱、交货，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如果卖家是来自低下或中
产阶层的人，用上他半生的积蓄购买那产业，他一定会想起他所付出的金钱，其实得来
不易，背后是多年的努力、多年的血汗和多年为达成目标所作的牺牲。同样，约书亚记
这部分说明，在分地之前，以色列人曾经历过多年的战争和牺牲，勇敢地面对许多的危
险。没有之前的经历，就不会有后面的“土地契约”。
仍未得到的基业
有一个人这样说：“在神给我们的旅程上，神的应许有时像推土机那样，可以清理
路上的障碍，不然我们就没法前进。然而，我们还是需要动身，在这条已经清理好的路
上向前走。我们要倚靠圣灵，靠着主的力量前行；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踏步向前走。”神
应许赐土地给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必须进入应许地，与敌人决一死战，从他们手上把
土地夺过来。今天，神也应许与我们同行，并能胜过世界和撒但。可是，这些应许同样不
会“自动”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坐着不动，以为这些应许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例如
圣经说：“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這應許是你的嗎？是的，如果你有信心
去支取，“用腳掌踏進去”，就是你的；沒有信心去支取，就不是你的。23

应用真理
这部分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在约书亚出生的数百年前，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概括的应
许，他只知道他的后裔会得到这片土地。数百年后，神成就这个应许——再不是含糊笼统
的，而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应验。每支派都分到特定的疆土，有确定的地界。一列一列
的地名和地理位置正见证着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稳如泰山，必然成就。
我们必需认识神应许过我们什么。神若给我们明确、特定的应许，就会明确具体地
成就。如果他只给我们概括的应许，我们要信任神有他成就应许的方法，他完全知道什
么对我们最好，并且会按他的美善来实现应许。关于那些概括的应许，不要假设神会按
你个人特定的期望和方式来实现；举例说，神应许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我们不
能假设每对信主的夫妇都会有孩子，甚至有很多的孩子。又例如，罗马书 8 章 28 节应许
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能先假定什么对我们有益（即使一
般人都认为是好的），然后认为神必定会实现我们的期望；不然，你就常常把自己推进
失望里，也容让撒但攻击你的信心。我们要认识神的应许，在这些应许里享安息，信任
神会按他认为最适合我们的具体方式来成就他的应许。换句话说，神会按他的方法和时
间，成就他的应许。我们要信任神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孩子。

23

《陈终道牧师纪念网站》，http://www.stephenctchan.com/2006/01/17/89/（2015-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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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别 赠 言 （ 22~24 章 ）
经文
 书 22:29 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
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
 书 23:1~2 上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争战，已经多日。约书亚
年纪老迈，2 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 ……
 书 23:3、10 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
见了；因那为你们争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10 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
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争战。
 书 23:14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
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
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
你们身上了。
 书 24:25~26 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
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26 约书亚将
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
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

问 题
根据约书亚记 22 章 29 节，约但河东两个半支派澄清他们要求筑坛的原因，他们否
认什么？
根据约书亚记 23 章 1 至 2 节，约书亚在他的人生快要完结时做了什么？他跟那些人
说话？
根据约书亚记 23 章 3 节和 10 节，约书亚给以色列的领袖什么信息？你能从经文找
出五个字来归纳信息的重点吗？（答案：为你们争战）
根据约书亚记 23 章 14 节，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是怎样的？
约书亚说话完毕后，为百姓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之后他立了一块大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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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资料
为何只得到部分土地，却说应许“都应验了”?
有些人想不通以下的情况：约书亚宣称，关于土地的应许都应验了，没有
一句落空（23:14；参看 21:43~45）
。可是，希伯来书却指出，约书亚并没有使
百姓完全享安息（来 4:8~9）
。我们应怎样解释呢？
（1）土地的应许是有条件性的。以色列人是否能继续拥有应许地，视乎他们是
否继续顺服神。若他们叛逆神，就会失掉这应许。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很快就
不听命，没有按神的吩咐继续攻取其余未得的土地（参看书 15:63，16:10，17:12；
另参士 1:19~21、27~35）。
（2）应许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过成就的。神实现了他的应许，把以色
列人领进迦南，并且让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控制该地。在约书亚死后，已经没有任何
强大的民族能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但要清剿迦南人，在迦南地的各处将他们完全消
灭，却需要时间去实现，不能一次过做到（参申 7:22）。神已实现了应许，他领他
们进入迦南，也粉碎了迦南人的势力。以色列人取得最初的胜利后，还须要继续作
战下去，继续信靠、顺服神，直至全地都归于他们。可惜，他们没有做到。
在取得最初的胜利后，请保持警觉；我们必须继续保持信靠、顺服，继续
取得接下来的胜利。不然，恐怕胜利会从我们的指缝中溜走。

经文解释
约但河东两支派半筑起一座记念的坛，引起了误会，但最终得到解决。约书亚
给百姓最后的训勉，并且带领他们更新与神所立的盟约，向耶和华宣誓愿意事奉
他。神成就了他给以色列的应许。
这部分由一个误会开始。约但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建造了一座坛。约但河西的支派以
为这座坛是用来献祭的，为要替代会幕的祭坛（律法指定献祭的地点和方式，免得人随
自己的喜好敬拜神，好像拜偶像一样）。所以，他们就召集战士，准备声讨两支派半的
罪行。然而，以色列人用智慧处理冲突，让两支派半有机会解释。原来，那座坛不是祭
坛，而是记念的坛——用来见证约但河东与河西十二个支派间的关系。于是，以色列避
免了一场内战。
这卷书以约书亚的遗言作为总结。他首先对领袖说话，然后对百姓说话。两篇信息
的关键词是“记念”。对领袖们，他讲述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来的简短历史，劝勉他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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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神应许为他们争战，并且已经实现了：“……你们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
应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23:14）对全民众，他
由亚伯拉罕开始说起，提醒他们在埃及的困苦以及出埃及的拯救，还提及最近在迦南地
取得的胜利。他们应如何回应这一切呢？“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事
奉他、听从他”（23:11，24:14~24）。
约书亚对百姓提出挑战，要他们选择事奉神还是事奉偶像（参 24:15）。他要他们省
察、警惕，免得避开了一件恶事，却选择了另一样较轻微、较隐晦的罪恶。他要他们敬畏
神，诚心实意地事奉他。约书亚自己至死忠心，现在他向第二代的人提出挑战，要他们
忠心——他们对最高元帅耶和华的效忠一定要胜过其他任何事物。
我们要留心：约书亚对事奉神的委身，是涉及全家的委身——“至于我和我家……”
（24:15）。诚然，在那个时代，家中的长辈有权为全家作决定，而家庭成员都要遵从。
不过，话虽如此，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为自己作抉择：是要留在家里服事神？还是要在外
面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约书亚带领他的家人宣告：“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请留意，约
书亚代表他的家族一同决定服事神，与亚干代表他的家族决定犯罪构成对比。亚干全家
因亚干的决定而受连累（参书 7 章，又参徒 16:15、31~34）。
约书亚最后的信息跟摩西临终前的劝勉相似。两位领袖都带领百姓立志遵从并服事
神，向神委身、守约。两位领袖所做的，反映他们十分关注以色列人在他们去世后的灵
性状况。他们最后所作的，都是为了建立下一代。（然而，他们两者之间的分别是，摩西
有约书亚作为他的继任人，而约书亚却没有继任人。）

故事／例证
（一）圣经故事
引起误会的坛（书 22:10~34）
主旨：故事说明良好的沟通可以避免冲突，也反映以色列人最初对神是热心和忠心的。
以利的两个儿子（撒上 2:12~17）
主旨：祭司以利没有教导儿子谨守
遵行耶和华的道，反而纵容他们以献给
神的祭物自肥，没有好好建立他的下一
代。
撒母耳的两个儿子（撒上 8:1~4）
主旨：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作抉
择。虽然撒母耳行在耶和华的道路上，
但他的儿子却选择不行父亲的道，结果
撒母耳的家不能继续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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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证
调查：蒙福的家族
 出 20:6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美国纽约一些社会学家曾调查二个同时代的著名家族的后人，一个是基督徒爱得华
滋夫妇的后代，另一个是无神论者祖克士夫妇的后代。经过 200 年后，二个家族的后代
有以下现象：
爱德华滋家族中出了 100 位大学教授、70 位律师、30 位法官、60 位医生、60 位作
家、14 位大学校长、300 位牧师神学家、3 位国家议员和 1 位美国副总统。
祖克士家族中出了 310 个流氓；440 个患有性病、130 个曾坐牢 13 年以上、7 个谋
杀犯、100 个醉酒鬼、60 个职业小偷、190 个妓女和 20 个商人。
属灵伟人语录
假如我有 100 个儿子，我宁愿他们都成为传道人，因为做传道的人比做总统更加光荣。
——宋尚节，奋兴布道家，1901~1944

应用真理
最后的话
如果你知道今天是你在世上最后一天，你会跟身旁的学员说什么？你会劝勉下一代
在你去世后继续服事主吗？你有没有想到在你去世后，你教会所要面对的属灵争战？你
现在有没有做一些事情去帮助下一代？单单把神的话告诉下一代，是不足够的。老一代
必须带领下一代重温和更新他们向神的委身。在你们还可以为主奔跑的时候，必须肯定
下一代能紧紧地抓住你们交给他们的棒。
我们必定要事奉耶和华
你有没有像约书亚那样，劝勉你的教会立定心志选择服事神？他们不能用含糊的、
不明确的或欠缺承担的话敷衍回应，而是要勇敢地宣告他们专一爱神，服事神，顺服神
到底。他们是否已经丢弃了祖宗所拜的假神、地方信奉的神祗和他们心中的一切偶像？
问问学员：你尽忠吗？你定意跟从耶和华吗？那么，请你现在就“除掉你们中间
的外邦神（是的，它们仍在你们的四周，你们仍然依附着它们），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
列的神”
（书 24:23）
。要得着神所有的应许，我们必须首先“大扫除”——将所有偶像
和隐而未显的罪除去。
至于我和我家
你是否领导着你整个家庭去服事主？还是你自己正在服事主，就假设他们也会服事
主？你是否正在建立你的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家庭，在各样家事上和彼此的关系上荣耀
神？你是否真的按着圣经的真理带领和管教你的家人？在你家庭的属灵争战中，并家中
所有的决定上，你是否清楚知道你所要负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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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的专题（补充资料）
神的应许
在约书亚记，我们看见神常守着他的应许。他曾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创
12:1~3、7），到了约书亚带领的日子，这应许实现了。
 书 21:45 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书 23:14~15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地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
许赐福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15 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
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
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参 1:3，22:4，23:5）。
神赐土地的应许，无论是对整个民族讲的，或是对个人讲的（例如：迦勒），他总
实现他的应许，以显出他是信实的。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神应许约书亚和众百
姓说，他必与他们同在，加力量给他们。神守住他的承诺，赐以色列人在那地安享太平
（11:23，21:43~45）。
神既是言出必行的，他赐福的应许固然会实现；但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人叛逆神，
他曾预告的审判也必然临到。
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神信守他的应许。现在，回想两个神曾赐给你的应许，并想一
想神如何在你的人生里实现这两个应许。把应许和它们实现的过程都记在你的笔记本上。
接着，又想一想，现在你正面对两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从圣经里找出能够
回应你目前需要的应许。同样，也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现在，让我们一起赞美神！因为神正在按他的时间和方式逐步兑现他给你的应许。

记念
约书亚记列明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立的七件记念物件。这些记念物件提醒他们神
向他们所行过的事。
参考经文
1 4:20

经文内容
他们从约但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
亚就立在吉甲。
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

2 7:26

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
地方名叫亚割谷，直到今日。

记念物件
石头
石堆、地
方的名字

又将艾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

3 8:29

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

石头

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石头，直存到今日。

4 8:32

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
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石头

记念
记念过约但
河的神迹
提醒以色列
人犯罪的后
果
记念神
的胜利
记念神
颁布律法

第十二课

约书亚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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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
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

5 10:26~27

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
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

大石头放

记念神

在洞口

的胜利

口，直存到今日。
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
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

6 24:26~27

约书亚对百姓说：
“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
作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

大石头

记念约
的更新

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
可以向你们作见证。”
以色列人在约但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

7 12:1~24

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
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共计三十一个王。

一份清单

记念神
的胜利

在这些记念物件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物件”不是在他们攻占迦南年间“树立”
的；所说的是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第 12 章，参看上表第 7 项）的一段文字记录——以
一份清单的形式来作记念。第 12 章的清单位于书卷的中间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
是纪念胜利的清单，列明了以色列人在攻取迦南地时所打败的诸王。清单的第一部分列
出摩西在约但河东所取得的胜利；第二部分则列出约书亚在约但河西所取得的胜利。这
份清单清楚、直接，但清单上的每个项目都代表一场生死战。当中每个名字都代表着不
同的故事：有关乎信心的、勇气的、挫败的和泪水的。我们可以想像，在这些名字背后，
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战争故事，并没有说出来。然而，这份清单达到了它的目的——让以后
的世代看见，记得神是信守承诺和应许的神。
你打算用什么东西来作记念，提醒自己神曾经怎样帮助你，拯救你？
有时，我们因为受一种不正确的“谦卑”观念影响，很少甚至避免承认神为我们所
作的事。有些人认为列出得胜的经历，会容易使人骄傲。可是，否认神给我们能力得胜，
不等如谦卑；另一方面，承认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或他借着我们成就某事，并不等如骄
傲。谦卑，是从心里承认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也是借他而做的。承认或说
出这些经历，不会令我们变得更好或更差，我们只是说出事实而已。
我们所作的一切，既然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可夸的呢？因此，让我们彼
此分享神的作为，一同欢欣快乐吧！不要以为你看轻或隐藏神借着你所作的工，就是谦
卑的表现。谦卑不等于看轻自己。谦卑是一种心灵的释放，以致你能够完全放下自己。
谦卑是把焦点从自己身上转到他人身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不老
是想着自己的成与败、得与失，才是真谦卑的标记。
因此，我们要真诚谦卑地承认神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明白在我们的胜利清单上，全
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功劳，让神得着所有的荣耀。这样，你会因为看见你的清单越
来越长而惊喜，并且会因此越来越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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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现在不能想到什么得胜的事情，你可以找一个主内的朋友做你的“书记”，
当你们日后走在一起分享时，请他把神在你们身上所行的神迹和作为记录下来。记录的
时候无需提及人的名字；记录者必须记住，他所写的是要荣耀神，不是要荣耀人。这些
记录是相当有价值的，尤其在那些失意和沮丧的日子里。

土地与安息
按和合本的翻译，“地”这个字在约书亚记出现过 201 次，这是全书的焦点所在，
因为本书是以色列人进入、征服和取得应许地的记录。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
借着约书亚实现。这地被称为“美地”（申 8:7~10），与单调、贫瘠的埃及地恰好成为
对比（申 11:8~14）。
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目的不单是要得到美地，更是要在其中享安息（书 1:13、15，
11:23，21:44，22:4，23:1）。“安息”这个观念，在诗 95 篇 11 节再次提起，神向叛逆
的以色列民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由此可见，
得到了外在的土地，不代表同时能得到内在的安息。以色列民在应许地上因为背叛神而
不能享安息。希伯来书第 4 章描述真正的胜利和奖赏，我们基督徒只要忠心地、完全地
信靠神，我们就能得享神所赐的安息。
你是否安息在神里面？你是否相信他的应许，并且把你的现在和将来交在神的手
里？愿我们今天就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息。

复 习
复习本课的棒
请教师帮助学员复习这一课的棒，让他们牢牢记住。〖 教学提示：教师要肯定每一
个学员都有信心能够准确地做出棒的动作或绘画棒的图案。〗
此外，请学员利用黑板（如没有黑板，可利用纸张和墙壁）凭记忆把本课开首的“旧
约书卷列表”写出来。

背诵重要资料
如果时间许可，学员的程度又可以，请教师带领学员一起背诵本课开首的“有关约
书亚记的重要资料”（部分或全部）。这样做，学员能更清楚掌握书卷的整体信息和要
义，有助他们建立传递（把所学的再教导别人）的信心。
〖 教学提示：
请先解释这些重要资料，让学员清楚明白其中的内容。
在背诵“钥节”时，请学员把章节和经文内容一同背诵。
请确保学员在课堂上有足够时间记住你要求他们背诵的资料。
不要请他们自己回家后抽空背诵，若他们能在课堂上记好老师所要求的，他们回家去后
会更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