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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约书亚记的作者身份，福音派有哪些立场？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问到是谁写的约书亚记，古老的传统答案是把约书亚的故事与他本人联系在一
起。我认为我们需要尊重这个古老传统。尤其在古代部落社会里，以及从古代
部落社会一直到今天，部落的长老们有着很高的权柄，也极度受尊重。他们的
传统，无论是口传的、还是成文的，都承载着很重的分量。所以，我们需要尊
重它，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处境。所以，像约书亚记这样的文字有很多第一手
的描述，约书亚本人是故事的中心，我们必须要仔细考虑这个元素。我是说，
那是“历史写作课入门”，从希罗多德开始的。希罗多德倾听他人的描述，然
后说这是他们讲述的自身历史。他不是编造一个价值判断，而且至少是尊重人
们的古老记录，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所以，这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历
史，有一个很突出的人物。他是跟随了旧约时期的圣约中保摩西。他是摩西身
边的左膀右臂。所以，当他写下自己一生的经历 — 征服迦南 — 这里边承载
着很重的分量。所以，最早的时候，传统就与约书亚这个人联在一起。当然，
书中有编辑的痕迹。后来的作者，或许是撒母耳 — 以色列历史上另一位突出
的人物 — 很可能是他后来添加一些关于约书亚去世的内容。但是，该书的末
尾处，出现圣约更新的场面，约书亚在那里。所以说，为什么有人要把作者，
成书过程，加给一个不着边际的人，比如在巴比伦流放时期的人。这会造成一
个巨大的怀疑影子，实际上也不符合时代的顺序。如同我们都看到的，这与部
落历史的作品也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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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珀·哈迪博士 Chip Hardy
关于谁撰写的约书亚记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首先这部书没有透露作者
身份。此外，我们在书中看到撰写这个行为实际上正在发生。我们看到在石头
上撰写；我们在律法书里看到撰写；我们甚至在本书里看到关于土地测绘的撰
写。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时期正在撰写，但不存在什么让我们能绝对的相
信，就是约书亚本人坐下来撰写了约书亚记……。但是，我们确实想要严肃地
对待这卷书属于谁的，是什么人撰写的，并说明实际上在什么地方，撰写了什
么事情。

问题 2:
你会怎么评估马丁·诺特的“申典派”理论和所谓的“申典历史”？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 Richard L. Pratt, Jr.
马丁·诺特的“申命派历史”理论只是一个理论，就是说它并非绝对的确定，
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也确实存在；人们会修改它，其实，自打他一公布人们
就一直在修改。但结果是大多数福音派都正确地把这部分圣经称为“申典历
史”，它确实是一个单元，但它的特征很难确定或辨识。因此，究竟约书亚
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这个单元概括特征是什么，福音派里有不同
的看法。很清楚，这几卷书都带有很浓的申命记的语言风格。这是它们一致的
因素，把几卷书串在一起。事实上，它们很多话有些时候都是从申命记中引用
来的。还有一点很清楚，申命记的神学重点也出现在这些书卷里。所以，我常
常把申典学派或申典历史多少看为以色列的某个宗派，就像以色列身体的一部
分，有说话的部分，有观察的部分，有谈论的部分，都在一定程度上，倾向申
命记的特点。在马丁·诺特看来，申命记实际上本身的成书远在摩西时代之
后，事实上是在被掳时期。但是老实说在这点上，我们福音派就不应该相信这
个说法。我们应该相信申命记是摩西预言历史的基础，我们称为“申典历
史”。我们称之为“预言”，是因为它确实符合申命记的预言标准，成就在约
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中记录的历史事件中。当然，其中的神学
评价体现在不同方面，但这每卷书都与申命记有深深的关联。从这个层面上
看，这几卷书确有很大的一致性。
詹姆斯·哈密尔顿博士 James M. Hamilton
所以，学者们透过列王纪查考申命记，看到一些确实存在的事情。他们看到，
申命记中的很多语句在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中不断地重复使
用。有一堆的语言、术语、概念，和一群某种主要的意象和主要的说法，在这
些书卷里反复使用。确实是这样。问题是我们怎么解释它？要我说是一群不信
的学者看到这个现象，就把它解释为宣传手段。这些人认为，在约西亚时期的
改革、或革新、无论怎么描述约西亚王的作为，约西亚要他的人搞一项目，基
本上就是他发明了圣卷，或者有人为他发明的一整套圣卷，作为一种宣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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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把古老的合法权柄用在约西亚的项目上。这些人往往认为，申命记应该
重新归为那个时期，这样申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基本
上就是约西亚时期为他的项目撰写而成。这样看这些材料基本上是宣传，故事
是建立在表面文字上，而不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在表面文字的背后，表
面文字只是宣传。我认为，这种考察材料的方式是带着怀疑、不可取的。一个
较好的考察方式是接受并坚持文字自己的表述，面对材料说：好吧，申命记多
处宣称摩西对这个材料负责，还有其它的文字，都给出了摩西的深远意义。所
以，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摩西在申命记都使用这种语言而感到惊讶。我们还
看到摩西之后的其他作者也都捡起这种语言和概念，都是从申命记里学来的，
用申命记底色的镜像来描述这个世界。所以，这是我解释文字材料使用的方
法。我认为，会有更好的方法，更符合圣经的方法，来使用申命记的语言和图
像，而不是申典学派的假设。我想，更像是文本显示摩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后来的圣经作者深受他描述方式的影响。

问题 3:
约书亚记成书是什么时候？
契珀·哈迪博士 Chip Hardy
这卷书的写作日期难以确定。我们发现书中有证据表明是在约书亚时代。然
而，我们还发现书中提供了内在的证据，让我们对撰写时间有深入的了解。书
中提到“记载下来”，“直到如今”。我们由此发现一些证据，这一类的事件
发生在过去，在过后的某个时间点撰写而成。所以，看到耶利哥之类的故事，
我们发现，“这样行直到如今”出现在故事里，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确定
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事情“直到如今”。或者书中提到赶出耶布斯人，说
“耶布斯人住在那里直到如今”。这样，根据我们对攻取耶布斯（后来的耶路
撒冷）时间的了解，就可以确定该书撰写的时间区间，可能在后来，甚至是列
王时代。这些都是内在证据。我们还发现一些外在证据，就是该书的语言学特
征。我们发现该书的书写文字，原本的书写文字，与我们常说的希伯来文有很
大的不同，如“大海之歌”、“摩西之大海颂歌”、“底波拉之歌”所用的早
期圣经希伯来文。但我们发现文字上更贴近旧约中常见的更宽泛的文体，就是
我们常说的申典历史。再重申一遍，我们认为这些书卷在类型上可以追溯到列
王时期，我们称为“后铁器时代”，或主前 900-600 年。
契珀·麦但以理博士 Chip McDaniel
评论家们一直想要把约书亚记归为以色列历史的后期写作，事实上，他们想要
把整个旧约都归为以色列历史的后期写作，因为他们要用进化观点看待以色列
宗教的发展……。以色列的发展从信奉异教，到偶像崇拜，到多神论，然后崇
拜众神之神，最后是独一神论，即只崇拜一个神，他们会说这是长时间进化的
结果。他们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他们拒绝神迹奇事；就是说，他们会争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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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预知未来。这话不假，地球上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是，天上有个上
帝，正带入未来，祂可以告诉某些先知未来要发生的一切。所以，因为反对超
自然的偏见就说不可能早期撰写而成，在我看来似乎违背了经文本身要表达的
内容。 说到约书亚记，当我们抽身自问，探究什么时代有可能产出这样特别的
书卷，我想有几个在被掳之前的可能性。以色列的黄金时代是大卫和所罗门时
代。白银时代是从乌西雅到约西亚时代。这些时代都有相对的和平，有繁荣兴
旺流入本国。我们是从所罗门圣殿和流入本国财富的描写中得知。我们还从何
西阿和阿摩司谈论的以色列国挥霍的生活方式中得知的。所以，这是一个和平
与繁荣的时代。这样的时代里，更有可能有机会冥想与写作，而不是应对各种
各样的战争。我认为这不是巧合，很可能就在这个黄金时代早期萌生的文字事
奉。所以，大卫创作诗篇。在诗篇 72 篇的结尾提到了耶西之子大卫的祷告。这
很有可能是后加上去的，作为诗人创作的一部分，在作者即将离世或离世不久
之后做的编辑。我们根据标题注释还知道，所罗门也在写作。箴言 1 章 1 节提
到所罗门所写了箴言，还有箴言 10 章 1 节再次提到所罗门写了更多的箴言。接
着在西希家时代，可能出现了另一个文字事奉高潮，箴言 25 章 1 节中有提示，
都是西希家的人抄录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就符合一个和平繁荣时代早期形
成的作品。稍后在被掳之前的一个时期，也会有作品形成。然后我们知道还有
被掳时期之后的文字活动……当然，从摩西到耶利米之间的 800 年间，或者大
卫和约西亚之间的 300 年间，也一定存在着一些编辑性的事奉，因为在语言发
展的进程中，某些语言特征也是有变化的。今天读英国文学的人，没有谁会读
原文的裴欧沃夫。事实上，我们读 1611 年授权版的原文都有困难。文体变了。
词汇构成变了。有的时候，经文中似乎少有插入的编辑注释的证据。所以，我
们不希望对这样的想法打折扣，就是存在着先知式的编辑者。他们像先知一样
得到默示，会添加一些注释。为了帮助人们更新这些材料……。我们甚至能够
为约书亚记更早时候成文提出建议，因为在约书亚记里的描述，说到耶布斯没
有被赶出耶路撒冷，直到今日仍住在耶路撒冷城里。这应该在大卫赶出耶布斯
人，并把它变成首都之前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旧约这些早期的书卷
很可能是在和平与繁荣时代的早期君主时期形成了它终稿。

问题 4:
约书亚记中可以看到有哪些文体？
赛特·塔勒博士 Seth Tarrer
约书亚记文体的问题让很多人感到激动，因为当我们必须要问文体的问题时，
诸如“我们在读哪一类的作品？该作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怎么阅读
它？”我们就被引向了“我们要对文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约书亚记一开始
就看到叙事文体，步伐急切 — 征服、毁灭、成功、失败、上帝干预、神迹奇
事 — 都出现在前面 12 章中。接着行文似乎出现了换挡。不是跳出叙事文体，
而是步伐变慢。可以看到很多长长的单子，看到行政的语言和修辞，还看到对
以色列百姓这片崭新的、先前未得手之迦南地的描述……。所以，文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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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了回答。约书亚记的主要文体被称为“征服记录”，是来自古近东世
界的文体，是大有恩赐魅力的领袖所使用的文体，他带领百姓夺取先前未得之
地，在此将军的指挥下，或者在一个神明带领下。尽管这个颇具探索性说法很
有帮助，但我认为，看到这些相似性，再把约书亚与其它古近东的记录，即来
自古代世界的征服记录，进行比对，这里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差异。第一，第 6
章围攻耶利哥的记录不像我们以往看到的东西。在某种程度讲，可以说这是约
书亚记中征战的必要成分；因此，它与先前出现的每一样东西都相似，第 6 章
的围攻意在展示神的大能，而不是人军事上的智慧……。第二个主要差异，把
约书亚记与其它古近东的记录区别开来，是“cherem”这个词汇的使用。它就
是“毁灭”，就是神置放在迦南人面前的毁灭，被用作祭物彻底毁灭。Cherem
这个词除了旧约很少出现在古代近东世界的文学里。它出现在 9 世纪被称为
“米沙石碑”的摩押碑文，也叫“米沙碑文”里，记录了摩押王借着他的神明
基抹的大能，毁灭了以色列。它还出现在“乌加利特不孕咒”里，显然没有约
书亚记里这个词的相同意义。它还出现在塞巴文字里，日期不确定。所以，这
个用语本身就无法明确地对比。第三、或最后一点，在古近东的征服记录描述
里，征服记录的文体，存在着几乎是昆汀·塔伦蒂诺式的暴力和杀戮，还有主
角式的毁灭、血腥、尸首数目、堆积的骷髅。然而在约书亚记里却没有这些东
西。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温和地描述城市的毁灭、居民、和归于耶和华的财
物。
凯文·拉比牧师 Kevin Labby
读一读约书亚记，你会看到几个不同的写作文体。首先是真实的历史叙事。这
部书让人读起来兴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展开祂的工作，允许祂的子民夺取
“应许之地”。有征服、有争战、还有营地内部的张力，上帝的子民在犯罪和
犯罪后果上挣扎，还有确信透过悔改，上帝必做复原的工作。约书亚记中间部
分，可以看到土地的分配，上帝的子民夺得土地，从开始到持续，再到最后，
一直到以色列各个部落之间的分配。该书最后的一个特征，或许可以描述为文
体，是它的讲道部分。如同摩西叮嘱上帝的子民，讲道中提醒他们要忠心 —
对他们未来的愿望，他们过往的任性，以及上帝的恩典在他们犯罪时临到他们
— 约书亚也有这样的讲道。他号召上帝的子民牢记，是因着恩典他们被拣选，
透过顺服，出于恩典、生于爱的顺服，他们才有能力成就已经成就的一切，但
是还有更多的任务要在将来完成。因此，呼召百姓在未来要顺服并信靠耶和
华。

问题 5:
约书亚记的总体文学结构是什么？
理查德·伯瑞特博士 Richard L. Pratt,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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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圣经主要使用叙事形式，这就显示了所有书卷要被解释者按照各样的方式
进行分类。有的时候，关系到故事人物的巨大变化。说到约书亚记，这不是主
要问题，因为从 1 章到最后，约书亚自始至终都是主要人物。有的时候，场景
有巨大的变化，约书亚记里有一些，这是肯定的。但是，还有一种方式，我们
在解经的时候会看到，书卷本身会显示出它的分类，在时间上有巨大的鸿沟或
转换。这个线索在约书亚记里尤为偏多，因为该书卷说到好几个地方，在时间
上存在着重要的重新定位问题，作者想要听众知道。所以，当你拿起约书亚
记，会发现前 12 章多少都是在一个基本的参照系内，或者一个基本时间段里。
也就是约书亚从摩西手中接过领导权，并带领以色列民投入争战。但是在 13 章
1 节，我们发现经文有一句话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这是时间上的巨大断裂。所
以，13 章到 22 章，叙事转向约书亚一生的框架，这是该书卷出现的时间变
化......然后，23 章 1 节也出现时间断裂。这里说到 “已有很多日子，约书
亚年纪老迈”的表达。同样显示着这是约书亚记的另一部分，比第二部分还要
往后。所以，要想找到约书亚记主要的结构划分，注意 13 章 1 节和 23 章 1 节
出现的时间提示是必要的。
T.J.·贝茨博士 T. J. Betts
约书亚记的总体结构实际上相当简单。从 1 章到 5 章，我们看到进入土地。从
6 章到 12 章，我们看到实际的征服。然后是 13 章到 22 章，我们看到分配土
地。不同的支派分开来，人们得到自己的产业。最后出现尾声，进入 23 章和
24 章，约书亚做了告别讲道，切实地劝勉百姓向耶和华忠心。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约书亚记一开篇 1 章就是对约书亚领导权的奇妙肯定。上帝告诉约书亚，祂怎
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他同在。它起到了该书卷整体结构的奇妙的目录作
用，真的。所以，2-5 节，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的
话赐给你们了”。从 1 章到 12 章，故事讲征服土地。他们是如何进入土地，并
在中心赢得耶利哥和艾城的战斗。然后，他们向南和向北夺取土地。正像上帝
应许的，祂要把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祂真是这么做的。接着，在一开篇
的 6 节，祂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这就是 13 章到 22 章的故事，
正如民数记中，耶和华把赐给每个宗族和支派当得的份合法化。最后，在耶和
华与约书亚开场相遇里，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
想……你当刚强壮胆。”“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一点
很关键，它是上帝的子民安居这片土地的能力。他们必须忠心持守圣约，向耶
和华忠心，把他们带出埃及并赐给他们土地的那一位。所以，最后 2 章，即 23
章和 24 章，就是圣约的重申更新。约书亚带领上帝子民重申向耶和华做出的承
诺。这承诺是建立在上帝信守了自己的应许，赐予他们土地的基础之上。

问题 6:
约书亚记会对原本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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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拉比牧师 Kevin Labby
约书亚记的原初听众一定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方面他们知道，上帝对祂自己
百姓的计划和目标，通过这样令人惊讶的方式实现，上帝过去一直都是信实
的。作为未来恩典的保证而言，能看到祂过去信实或许一直是个挑战。这一定
是约书亚记一个刻意的目的。但是，约书亚的祝福带给原本听众的另一个特征
就是提醒他们，约书亚这个一代人享有的一切都是透过顺服得来的。在他们途
中跌倒时，上帝信实地宽恕他们。但上帝使用他们的顺服，让他们把握住祂的
恩典应许。所以，我认为，原本听众在顺服上会面对巨大的挑战，并会看见，
对照当下的一代与约书亚老一辈，以色列民族的衰落日渐明显。希望这个看见
会成为他们顺服与悔改的一个呼召。不幸的是，我们都知道，看了后来士师记
所描述的，事与愿违，只是失败没有立刻呈现而已。
契珀·哈迪博士 Chip Hardy
从根本上讲，约书亚记对听众的影响应该是，他们要看到上帝的圣洁，正确地
看上帝的性情。其次是，他们能够看到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以及面对这
个关系他们该如何生活。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约书亚记的原初听众一定在几个方面受到影响。但是，这不仅限于原初的听
众。该书卷所教导的内容是没有时间性的。但是，原初听众当然是与写作的时
间联系在一起的，各种问题合成了它的内容。所以，当然，这可能在巴比伦时
期，或更晚些时候，被掳时期，或被掳后期，有些人会经历不同时期......我
认为很合理去设定约书亚记与那个时代相关的一群听众。先是约书亚自己的描
述，可能还有经由编撰者之手的早期君王时期......这是看待这卷经文的最佳
方式，因为它讲述的是雅威的信实。要完成约书亚本人都未能完成的工作，也
是一个劝勉。征服尚未完成，士师记到处都有暗示这点。所以，当我们把处境
加上去，那是早期铁器时代，是向君王制和早期君王制的过渡。这个劝勉就
是，“且看雅威所行的。祂信实地诚守了祂的应许”。约书亚记 23 章......说
的很清楚，雅威信实地诚守了向亚伯拉罕所做一切应许，给了他们土地，但百
姓们不忠心。他们是那种工作上昏睡，不能完成雅威要他们完成的事。所以，
它是劝勉听众去完成工作。我想可能也是对早期君王们的劝勉，要知道，他们
很可能还没有失丧信仰。我们不能肯定，但大卫无疑是把这个放在了心上，因
为如果不能征服雅威产业的地方，就像出埃及记 15 章所说的，征服其他土地又
算是什么呢？雅威之地，祂要选为住在祂百姓中间的神圣空间，是“圣地”，
就在耶路撒冷的山上......不是西奈山；是锡安山。所以，征服土地都在这
里，但奖赏却没有取走。所以，我想约书亚记这卷书的确激励敬拜雅威的人，
就是士师时期珍贵的少数人。它对他们说，“喂，我们要完成这项工作。”当
然，接着就是对整个圣约的忠诚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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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持续性的挑战，约书亚呈现给所有敬拜雅威的人，包括新约敬拜雅威的
人。我们应该把雅威放在首位，把耶稣放在首位，就是对圣约的忠诚。

问题 7:
在约书亚记中为什么上帝命令灭除迦南人？
约翰·耶茨博士 John W. Yates
研读旧约最难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上帝命令以色列毁灭迦南人......上帝为
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是圣经的一个大奥秘。但我确实认为，经文里有某些原
则引导着约书亚记初期阶段，给了我们一些提示，上帝为什么命令毁灭这些
人。首先，只是堕落与犯罪的真实而深刻的后果。亚当和夏娃被赶出园子的时
候，咒诅的一部分就是死亡。死亡是上帝对犯罪、悖逆、拒绝祂的审判。所
以，死亡是审判的必然要求。当我们看到创世纪 6 章中的大洪水，就有一个感
觉，大洪水是上帝对人类审判必要的、正常的解决方式。因此，我们面对自己
的生命时，生命是个恩典，生命是个恩赐。在一个堕落、破碎、有罪、悖逆的
世界里，有继续生存的能力和自由，是上帝赐予的怜悯。于是，约书亚的故事
就开始了：“应许之地”的征服，上帝的命令，或者要求，迦南地上一切活物
的死亡与毁灭。一方面，这是上帝一个让人惊愕和震惊的举动。另一方面，这
是人类反叛上帝后一个自然的、必然的解决方式。死亡是公正的必然要求。这
是我能够开始理解所发生一切的方式。我还有一个看见可以帮助大家，如果你
把以色列民看作一个初生柔弱的植物，被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迦南
人在拜偶像、异教迷信、宗教痴迷方面闻名遐迩。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上
帝所做的是清理这片土地上的荆棘和野蔷薇，祂在创造肥沃的空间给祂的子
民。让祂圣约的子民移栽进来，并生长。在以色列后期历史中，我们看到这一
点，他们把自己栽种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去毁灭那里的居
民。那里拜偶像的人像病毒一样感染着以色列百姓。所以，你看到以色列转向
迦南人诸多的偶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不顺服，拒绝清理那片土地。
谢里夫·根迪牧师 Sherif Gendy
关于约书亚记中为什么上帝命令以色列毁灭迦南人，这个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
几点：向迦南发动战争是上帝在这些人身上的审判，因为在创世纪 15 章中，上
帝告诉亚伯拉罕：“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这个
词语在旧约里是指生活在迦南地的所有人。这里上帝在启示祂的心意，要审判
这些民族。另一个要点是保护以色列，免于混杂在其它民族中，崇拜他们的偶
像。还要洁净这片土地，让以色列成为万国之光。还有一个要点是，毁灭迦南
人的命令仅限于迦南之内的民族。关于迦南之外的民族，有很清晰的指示，约
书亚不得与他们开战，反要带去和平。例如，在申命记 20 章中，我们就读到这
一点。另一个要点是，向迦南发动战争并毁灭迦南人，并不是授权讨伐异教
徒。也不是针对所有时间和地点。与此相对，命令非常具体，与救赎历史的某
个具体时间相关。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战争在上帝启示的救赎历史境遇中的角
-8视频，学习指南及其他资源，请点击网站 http://c.thirdmill.org

约书亚记

第一课：约书亚记导论

色，在基督的位格里和工作中达到高潮。这个战争所扮演的角色是，在救赎历
史展开过程中，为基督的工作做准备。所以，它不是一个许可证，以战争形式
完全毁灭任何时间和地点的非信徒。还有，这些战争并没有重复出现，在以色
列历史上，没有后继事件，或者甚至在此之前也没有。上帝从来没有重复地给
以色列下这个命令，要他们彻底毁灭某些人或某些民族。单单是在约书亚时
代，以色列要征服那片土地，并定居此地的日子。最后一点，在这个战争中 —
在毁灭迦南人的过程中 — 迦南人是邪恶的，所以它是上帝最伟大审判里的一
个小画面。这大审判必出现在末后的日子里。上帝必把公义的审判降在一切拒
绝基督救赎的万民万族身上。所以，这个战争就像一个小画面，或者指向一种
更可怕的战争，上帝必降在一切拒绝基督救赎的邪恶天使和邪恶之人身上。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在约书亚记里，上帝为什么叫约书亚毁灭迦南人，人们可能觉得，这个问题在
整个旧约里是最难回答的。如果这样想，就会容易理解了：这是雅威向约书亚
说话 — 当然，雅威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今天早上你可能向祂祷告亲近 — 然
而，同一个上帝说，“我想让你去毁灭男人、女人、孩子、小鸡、山羊、绵
羊、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毁灭耶利哥城。还有其它的城镇，要彻底毁灭。
有个词汇是专用词汇，“当灭的”，看到了吗？这个城市是应当毁灭的。有个
希伯来词汇与它对应，叫“cherem”……这可能一直是我们研读约书亚记的最
大难题。就好像，哇，这么强烈，而且是上帝的旨意，等等。我想，为了回答
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基本的常识，这土地属于雅威……雅威对那地做了全然
的要求。那是祂的土地，就像整个地球都属于祂。这是一个全然的要求。雅威
是圣洁的。但雅威想要与祂的子民同住。这是祂的愿望，住在祂的子民中间。
所以，你看到了一种冲突 — 雅威的圣洁与百姓的不圣洁。在这个情形里，就
是迦南人。但我们得把这个故事放到更大的背景里看……只是迦南人不圣洁
吗？不是。人人如此。从创世纪起，我们知道堕落影响了每个人。亚当和夏娃
所有的后裔都受到了影响。直至今日，还要持续下去。我们携带的不圣洁，在
上帝面前是个长期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单单把迦南人挑出来，因为我
们都不圣洁。约书亚记很清晰的表明，圣洁是雅威所拥有的东西。如果能站在
祂一边，他们就会已经圣洁了，是透过雅威的方式。透过雅威的方式。我们看
看征服耶利哥城；是怎么征服耶利哥的......只是一个仪式。没有战事。当他
们只是与祭司、拿着号角的、和约柜，一同绕城行走，他们自己就圣洁；也让
那个地方圣洁了，因为这是雅威圣洁降临的预备。雅威的圣洁不是随意性的，
因为祂使审判的信息提前晓谕了耶利哥城内的迦南人。他们有机会从雅威确立
祂的圣洁中得救。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他们拥有大量的时间，从以色列离开埃
及的四十年，然后是约旦河东的希实本，征服希实本城。他们都听说过。我们
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那个妓女说，“我们已经听说了。我们知道要面临什
么。”但她是这个家庭里唯一一个对呼召做出回应而悔改的人。所以，雅威，
雅威的“不公”必须消失。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经蒙召回
转，由不圣洁转向圣洁。但他们选择了拒不接受，除了耶利哥城里那个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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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真实地被救了。所以，是的，毁灭迦南人，是罪导致的死亡和暴力。是我
们的罪性对世界产生冲击的延伸。这是非常、非常的悲哀。我们再谈一点就结
束，因为这是个要点。不要责怪雅威，因为雅威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了那个死
亡和暴力。祂把 cherem 担负在自己身上。祂为我们成了 cherem。所以，我们
不再需要面对毁灭，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所以，要宣称上帝不公平吗？不，祂
自己担负了，我们不必成为 cherem，作当灭的一族。当这个概念揭开了，你就
明白了，我其实是个迦南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是必遭毁灭的迦南
人，单单因着在基督里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被赦免了。这个信息就是宣讲
救赎的信息。整个世界是 cherem，整个世界不圣洁。我们要走出去，宣讲救赎
的信息。我们希望会有一大批喇合对这信息做出回应。
卡罗·卡明斯基博士 Carol Kaminski
约书亚记里毁灭迦南人确实是个难题，我想很多人对旧约中此类事件感到棘
手。我想，我们应该从崇拜一位圣洁的上帝开始理解。在大洪水的故事里，我
们一定看到了这一点，上帝是全地的审判者，是圣洁而公义的上帝。所以，要
从这里开始。很有趣，看到上帝把这片土地赐给了以色列民。你看到的当然是
在出埃及记里祂赐下律法，谈及祂的圣洁。可是在利未记 18 章，尤其是 20
章，给了关于淫乱和拜偶像的一系列律法。而且上帝告诫以色列民，“你们不
可效法”。然后祂说，“因为那地的民一直在行可憎的事”。上帝真的把他们
吐出了那片土地。这话真的很硬，但那是在强调祂的圣洁。所以，这是个很重
要的背景。如果你再看看申命记，那里说，“你们进入那地”，— 当然，他们
正在摩押地，就要进入那片土地 — 说，“有七国的民你们要灭绝”。申命记
7 章、20 章都讲到战事的律法。真的，这事件是以色列民要进入那地，但问题
是他们会不会崇拜那地的偶像。当然，迦南人崇拜偶像，存在着淫乱，各种各
样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危险等待着上帝的子民。所以，其中一条律法是，要
进入那地，他们必须毁灭七国的民。这是他们进入那地要做的争战部分。

问题 8:
新约如何将旧约中的战争意象应用于其原初听众和今天的信徒？
P.J.·百思博士 P. J. Buys
新约圣经主要把旧约中的战斗和战争看作上帝与撒旦之间、上帝子民与摧毁上
帝计划的撒旦之间的大规模争战。所以，这也适用于当下的基督徒。他们同样
是这同一场战争的一部分。如果你想到以弗所书 6 章，你的争战是对抗撒旦的
邪恶力量，基督徒必须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在这场战斗中站立得住。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J. Wellum
战争主题在圣经中很重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经常引起争议。你必须非常仔
细地思考圣经如何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应用战争意象。当我们思想上帝的全
备旨意计划时，特别是新约圣经作者如何回顾旧约，并思考战争又该如何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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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信徒身上，都体现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在旧约中，在古旧的圣约
之下，重要的是看到以色列拥有神权政治。他们被赐予特定的土地，在万民中
扮演特定的角色。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上帝命令他们参与战争，执行
上帝的审判，从那片土地上铲除几个民族。这是出于特定的目的 — 创造一个
圣洁的百姓，让弥赛亚到来，执行上帝对罪的审判 — 我的意思是，给了我们
各种各样的目的。说到新约圣经中的成就，教会与以色列并不完全相同。它并
没有像神权统治一样的功效。我们没有一定的地理位置和一块房地产，正等着
我们去控制，也不会有地理边界。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是上帝国度的一部
分，是国际性的。祂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闯入这个世界。我们就是那个国度里
的人，但我们并没有都像旧约中那样进入争战。然而，新约确实将战争意象应
用于我们。首先是在基督中运用。基督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是承担以色列角
色并实现这一目标的那一位。他是降临世间胜过各种掌权者的那一位。他参与
对抗撒旦的争战。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生和事奉中看到这一点。在十字架上，他
胜过了掌权的、撒旦、罪恶、死亡 — 这些都是争战形象的应用方式。然后，
这争战在他里面、并透过他临到我们。我们要用属灵的武器，对抗那些执政
的、掌权的，而不是武器和你手里的什么东西，像古老的以色列那样。我们要
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 — 以弗所书 6 章。我们要在我们的君王、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的带领下参与争战。当基督再来时，争战意象将再次出现。他会执行
审判。不是我们去做，是他为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以他的子民身份生活在等
候他再来的时间段里。因此，把旧约争战意象应用在我们身上时，必须非常、
非常地谨慎。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基督论上的定义。祂是担负这场争战的那
一位。他是击败我们仇敌的那一位。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使我们生活在他得胜
的光景里。我们把撒旦放在脚下。我们参与属灵争战。我们不是拿起属血气的
兵器，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 10 章，保罗说我们不是要参与那种争战，而是对
抗撒旦及其所有的罪恶与恶行，等候主耶稣的到来，最终在审判中将罪和死亡
摧毁，一如既往地击败撒旦，直至最后的全然成就，然后我们将与他共享胜
利。
契珀·麦但以理博士 Chip McDaniel
新约圣经提醒我们，作为新约信徒，未来将发生一个可怕的审判，关乎上帝审
判全地的人。在语言上，让人联想到约书亚记。上帝要在永恒里审判不接受主
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作为信徒，我们也被告知，我们的争战不是对抗有血有
肉的人。这不是身体的战斗，而是属灵的战斗。因此，以弗所书 6 章说到，要
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完成属灵的任务，把福音带到万国万邦。用和平的
福音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还有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我们争战的武器不
是属血气的；不是属物质的，而是属灵的，要攻破各种坚固营垒。这个语境中
的坚固营垒是指那些与上帝的真道教导背道而驰的邪说。这样，正确宣讲上帝
的真道和我们个人的虔诚是属灵的争战，正是我们在新约时代要参与的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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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约书亚记中得胜征服的主题要在哪些方面应用在当今的基督徒身上？
贵葛·派锐博士 Greg Perry
约书亚时代，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教会、民族、国家都是一体的。新约里我们
看到耶稣差遣他的见证人到万民中去，是把上帝的子民分布到各个民族中。在
以弗所书 6 章中，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正在进行属灵争战，对抗执政的、掌权
的、统治的、当权的。为了参与这场争战，我们需要穿戴基督，穿戴上帝赐予
的全副军装。但是，在哥林多后书 10 章中，他还提醒我们，我们的武器不是属
血气的，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属灵的；借着上帝它们显出大能。所以，正如旧
约中上帝的子民是与这些民族背后属灵的势力交战，现在上帝子民仍然与属灵
的势力交战，但我们的争战武器是恩典的途径，上帝的真道，行在圣灵中，传
扬福音、传扬好消息的故事给万邦。
汤姆·皮特博士 Tom Petter
其实，约书亚记中得胜征服的特定主题，或多个主题，以及对基督徒生活的应
用，都是如此深刻，深刻到该书卷的诸多层面上。但我认为，根本的、主要的
主题当然还是得胜和地域扩展的主题，领土主权 — 这意味着“控制” — 就
是“这地及其中的一切属于耶和华”的那种境界，就像诗篇所说的。因此，从
新约角度看，这是属灵争战的主题，如此强大，因为在这个新约里，我们不会
拿起刀剑去摧毁不跟随耶和华的人。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我们确实拥有从马太
福音 28 章来的授权，要进入全世界，扩展或宣讲福音，宣告耶稣拯救我们脱离
一切罪恶的好消息。这个授权也以整个世界属于耶和华为前提。因此，它与哈
巴谷书 2 章有密切的关联，说耶和华之荣耀将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
— 所以，这种多层面的领域扩张，确立耶和华对该土地的所有权，因为这是约
书亚记的主题。可见，迦南人以为这土地属于他们；但它不属于他们，它属于
雅威。耶和华拥有这土地的合法权利。它甚至都不属于以色列人，它属于雅
威。雅威是圣洁的。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谈谈约书亚记 5 章。就在他们进入
耶利哥城之前，那位大能的天使元帅向约书亚显现。他说什么呢？“把你脚上
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它属于雅威。它不属于你；它不属
于迦南人。它属于雅威。所以，当你从不圣洁的迦南人手里夺得这土地时，你
是我圣洁的管家。当然，鞋子在另一只脚上，或者是鞋拖在另一只脚上，因为
当以色列人变得不洁时，雅威也会将他们推出圣地。当然，在这个新约里，这
地的圣洁意义是透过我们被圣灵充满、充满上帝在基督里的圣洁，而得以彰
显。然后，我们走出去，宣讲上帝在基督里的圣洁。一切都是因着耶稣的圣
洁，而不是我们的。福音这一切的奇迹，留给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圣洁的，但
在基督里我们是圣洁的。所以，看这领土征服，现在我们有了满有活力的圣洁
器皿，就是所有的个体基督徒和教会，现在遍布全地、遍布全世界。这地不再
是东地中海的海岸；而是整个世界。这是一个美丽的征服模式，但不再是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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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死亡征服，因为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刻，这征服就已经成就了。这是
透过事奉与献祭的征服，是我们蒙召当行的。
谢里夫·根迪牧师 Sherif Gendy
约书亚记得胜征服迦南地的主题，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非常之重要，有好
几个理由。第一，征服这片土地是成就上帝与亚伯拉罕圣约的应许。上帝透过
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用祂大能的手成就这些应许。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在以色列征服迦南地的胜利中，我们看到上帝信实地成
就了祂所立的圣约，看到上帝大能的手，在前面带领着约书亚和他的百姓，赢
得胜利、征服那民。对我们而言，这个意义很重要，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总是
行走在基督已经的得胜行列里。上帝在这个胜利中引领着我们。就如约书亚带
领着他的百姓在征服当时地上不虔敬样板，迦南人的战争一样，基督在十字架
上赢得了更伟大的胜利。他胜过了他的仇敌 — 撒旦及其追随者 — 胜过邪
恶、胜过了罪。这就给了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永远行走在基督得胜行列里的特
权。
凯文·拉比牧师 Kevin Labby
约书亚记得胜征服的主题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应用在基督徒身上。一个是我们需
要记住，约书亚记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以多个世纪以前上帝向祂百姓做
出的应许为依据。还有，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也都是依据上
帝在过去赐下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生活中所发生的，也都是以
上帝的计划和目的为依据的，甚至它是根植在永恒的过去里。我们记得保罗在
以弗所书中所说的话，他说上帝在创世以先就爱了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看到
我们的生活中上帝的计划和目的正在实施中。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即使这些
应许和得着它们是有条件的，但上帝把这条件放在自己身上，这是一个确信。
在约书亚记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预示性的模式，要得着上帝应许的土地，要得
着产业分配，持守顺服是必须的。上帝想要得到、并要求祂的子民必备的是绝
对顺服。当然，这对我们基督徒造成了张力，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没
有完美的表现。但值得感恩的是，我们的“约书亚”，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
了律法对义的要求。他满足了所有条件。因此，他是带领我们进入他应得产业
的那一位。当然，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成了共同的继承人。我们被
看作属他的人，他的义归于我们。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我们的罪
被除去。所以，透过他的顺服，他确保借着信、靠着恩把他的义归给我们。

问题 10:
耶稣在他国度的奠基、延续、成就中是如何成就向邪恶争战这个主题
的？
菲利普·莱肯博士 Philip Ry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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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旧约上帝子民的故事，会发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需要一个战士来保
护，而保护上帝子民最伟大的战士就是上帝自己。因此，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
到来时，他就是那位得胜者，胜过魔鬼及其所有大工。在福音书中，你从很多
方面看到这一点。你首先看到，耶稣在他的事工中大显能力，胜过那些反对上
帝国度之工的恶魔。他也有能力赶鬼，把它们赶到该去的地方。或者也许是最
极端的，耶稣与魔鬼本身的争斗，是在旷野中抵抗他所有的试探。但是，所有
这些都只是十字架事件的前奏。圣经说的很清楚，透过十字架，魔鬼的工作被
置于死地。在那里，耶稣基督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胜过了那恶者，还有他所有
的工作 — 十字架，当然包括复活以此证明了耶稣的拯救工作已被圣父接受。
而魔鬼终将被完全的击败，但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和空坟墓已经得胜。
司提反·威乐姆博士 Stephen J. Wellum
从基督做工的应用方面讲，教会在争战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做这样思考的时
候，必须整合一下零碎的概念，然后才能明白我们实际上该怎么做。第一个要
提到的事，也是基本的根基，我们谈论与争战相关的任何罪恶和邪恶，撒旦本
身，单单是因为基督的所作所为。他是下来赢得这场战争的那一位。他是击败
罪恶的那一位。 他是胜过死亡和那恶者的那一位。现在，凭借我们与他的关系
— 当我们被圣灵带入信心与他联合时 — 我们就从邪恶的国度被转移到已经在
我们里面的圣子国度。基督已经赢得了战争，那恶者的权势，他的统治和辖制
我们的疆域，已经被击败。因此，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已经与那恶者有了
较量，在基督里他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然后，我们为他而活，当我们把福音带
到万邦去，传讲福音，上帝的灵就用我们宣讲的实行在人的生命里，人就参与
了属灵争战，变为信徒；当上帝的灵带给他们新生命，他们被带入与基督联合
的信心中，罪和死亡就是在他们里面被击败。那恶者在他们身上的权势被击
败。我们被捆绑在那种堕落的、旧的人生习俗、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也被击
败。在成圣方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仍在持续地成长。这一切都被看为战胜罪
与邪恶的一部分。是一场战争贯穿着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把福音带到万邦
时，我们不仅目睹人成为信徒。但是，我们也看到教会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
响，在邪恶与罪的边界上打反击战，在世上产生作盐作光的影响。从某种程度
讲 — 系于上帝的普遍恩典和救赎恩典，尤其是普遍恩典 — 罪被扼制，撒旦
的工作被限制。这一切都来自教会的事奉，传讲福音，把福音带到万邦去。我
们看到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从罪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信靠基督，生命被
改变，撒旦的权势被攻破。这是教会不断传讲福音和教导福音的事工部分。
迈尔斯·佩尔特博士 Miles Van Pelt
圣经中的战争主题，尤其是旧约圣经里，还有上帝的审判和愤怒如何展开，以
及它在时代终结时会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在新约圣经
中，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这个主题。第一个是与耶稣有关。他作为一
个神圣的战士向罪恶发起争战，但不是指向罪人，而是指向罪本身。从某种意
义上说，他是受害者。他成为承受上帝全部愤怒的那一位，而不是带来忿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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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样，罪人把自己隐藏在基督里或与基督联合，就成为在基督里已经经过
审判的人，而躲过上帝的忿怒。所以，当基督降临的时候，他要与他的子民同
来，向那些没有悔改，没有凭着信心与他联合的人发动争战。因此，在某种意
义上，我们从以色列过红海和应许之地看到这些战争的画面，甚至与亚述和巴
比伦向以色列发动的战争，都是预示这种末世审判的画面。但它们真的都是基
督为我们所经历一切的画面。所以，有两个画面：首先，上帝的恩典 — 他
（基督）经历了那场战争和承受忿怒，并为我们经历了诅咒。同时也有上帝的
公义。他会再来，凡是没有与他（基督）联合的人都会经历同样的审判。

问题 11:
圣灵在哪些方面赐予我们大能进行属灵争战？
埃瑞克·索尼斯博士 K. Erik Thoennes
我认为，圣灵赐予我们大能，进行属灵争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意识
到属灵的问题。我们往往倾向于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东西。但有意识到属灵的
存在，我们在其中参与争战是如此的重要。所以，祂让我们首先意识到属灵问
题。祂使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当我们在生命中克服罪时，首先要意识到罪，然
后祂赐予我们大能攻克罪。此外，他引导我们祷告并直接参与这场争战。他在
我们生命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戈兰·斯高靳博士 Glen G. Scorgie
圣灵在基督徒的属灵争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约有一段与这个话题相关
的经文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相
信，这是对圣灵事工的一个非常深刻而简洁的见解，因为任何参与......属灵
争战的人都会证明，直接的情绪反应往往是恐惧 — 害怕危险、害怕恐吓、害
怕失败，强烈的不适感和脆弱感。这就是圣灵进住的地方。因为，为了对抗这
种情况，有一个灵给我们带来上帝的权柄和一种实际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力
量，超过所面对的挑战。所以，完成了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通常，当我们
感到威胁时，我们变得非常不像基督。当我们受到威胁时，我们像被囚困的动
物一样咆哮。而且，当你处理属灵争战和遇到讨厌的对手时，以圣灵必要的眷
顾来维持一种恩慈的平衡语气，我认为这不绝是偶然的......能够驾驭这种挑
战，而没有愤怒、怒气、以及卑鄙的言论，那是圣灵的工作，来自刚强和仁爱
的灵。但我想做最后一点有见地的补充；他也是谨守自制的灵，因为在属灵争
战的胁迫下，最大的诱惑不总是进入战斗，而是飞奔、逃跑、跑掉、切割和快
跑，无论你怎么专注真相，在情感上都想要放弃它。这时圣灵就与谨守自制的
心灵并存。圣灵有许多其它功能，在属灵争战中的重要功能，如清除那些让我
们受伤害的罪恶，让我们可以进入圣洁、穿戴军装，可以说是一个明辨的心，
诸如此类。但那节简单而短小的经文，“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
强、仁爱、谨守（自制）的心”，不是向恐惧和荒谬的猜测让步，而是扎根与
锁定在真理上。清醒地意念，自我克制，会非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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