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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大纲

壹．占领那应许之地（一∼一二）
一．战前预备（一～五12）

二. 争战（五13～十二）

贰．在应许之地定居（一三∼二四）
三．分配应许之地（一～五12）
四. 定居（五13～十二）

总线：顺命蒙福



约书亚记大纲（1）
壹．占领那应许之地（一∼一二）

一．神的嘱咐（一1∼一9）

二．预备过约但河（一10～二）

三．过约但河（三1∼五1）

四．在吉甲的行割礼（五2∼12）

五．占领耶利哥（五13∼六27）
六．艾城战役（七1∼八29）

七．在以巴路山再申圣约（八30∼35）

八．与基遍人立约（九）

九．中部及南部战争（一○）

十．北部战争（一一）

十一．战争总结（一二）



贰．在应许之地定居（一三∼二四）

一．尚未占领之地（一三1∼7）

二．分配地土（一三8∼一九51）

三．逃城（二○）

四．利未人的城邑（二一）

五．约但河边的祭坛（二二）
六．约书亚给以色列领袖的遗言（二三）

七．约书亚给以色列百姓的遗言（二四1∼15）

八．在示剑立约（二四16∼28）

九．约书亚逝世（二四29∼33）

约书亚记大纲（2）



约书亚记13

•分未得之地（13：1-7）
•河东支派分地（1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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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14-19

•犹大（14-15）
•约瑟家（16-17）
•其余各支派（18-19）



约书亚记14-15

•迦勒的榜样
•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书14：11）

• 持久的力量从哪里来？

- 专心跟从耶和华（民14：24，民32：12，申1：36，另有3
次在约书亚记）

•要求得希伯伦
• 为什么要希伯伦？
- 神的应许（申1：36）

- 看重应许（创13：18，创23：17-20，创35：27）

- 赶出亚衲族人
- 曾经的惧怕（民13：33）



约书亚记16-19

•约瑟家得地的态度（16-17）
•抱怨地不够，17：16
•实际问题是什么？（17：18）

•其余各支派的态度（18-19）



约书亚记20

•逃城的名字
•河西
•基低斯──圣洁
•示剑──肩膀
•基列亚巴（希伯仑）──联合

•约但河东
•基列的拉末──高地
•哥兰──环绕
•比悉──要塞



利未人的城邑

Source from: www.biblepoint.net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21

•利未人
•48座城（21：41）
•利未人的职责



约书亚记22

•建坛事件
•因何起争端？

• 谁要开战（22：12）

•如何发展？
• 派谁去？（22：13）

• 非尼哈如何对河东支派讲话？
• 什亭，亚干

• “可以在我们中间得地”

•结果如何？有什么可以学习？



约书亚记23-24

•约书亚给以色列领袖的嘱咐（23）
•约书亚给以色列百姓的嘱咐（24：1∼15）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24：
15）

•在示剑立约（24：16∼28）
•约书亚逝世（24：29∼33）



约书亚与以色列人在示剑立约所立的大石头(书24:26)



士师记简介

•士师是什么职分
•介于长老和君王之间，在以色列中统治百姓和
仲裁社会纠纷的一个领袖。

•作者
•撒母耳

•写作时间
• 1050BC ~ 1000BC （晚年派）

•历史背景



士师记中的循环

拯救（4）
(Salvation)

历史
之
循环

呼求（3）
(Supplication)

（2）奴役
(Servitude)

（1）行恶
(sin)



分题 经文

士师 政治性原因 1 序

秉政前 宗教性原因 2 言

第一循环：俄陀聂 3上

第二循环：以笏、珊迦 3下

士师 第三循环：底波拉 4-5 过

秉政 第四循环：基甸 6-8上 程

第五循环：陀拉、睚珥 8下-10上

第六循环：耶弗他、以比赞、以伦、押顿 10下-12

第七循环：参孙 13-16

士师 宗教的混乱 17-18 增

秉政后 道德的混乱 19 补

支派的混乱 20-21



士师 支派 担任士师时间 仇敌 奴役时间 经文

俄陀聂 犹大 —— 米索波大米
人

8 3:9 – 11

以笏 便雅悯 —— 摩押人 18 3:12 – 30

珊迦 拿弗他利 —— 非利士人 —— 3:31

底波拉 以法莲 —— 迦南人 20 4:4 – 5:31

基甸 玛拿西 —— 米甸人 7 6:11 – 8:35

陀拉 以萨迦 23 —— —— 10:1 – 2

睚珥 （基列） 22 —— —— 10:3 – 5

耶弗他 （基列） 6 亚扪人 18 11:1 – 12:7

以比赞 伯利恒 7 —— —— 12:8 – 10

以伦 西布伦 10 —— —— 12:11 – 12

押顿 以法莲 8 —— —— 12:13 – 15

参孙 但 20 非利士人 40 15:2 – 16:31



士师记1-2：10

•回顾
•犹大支派（1：1-21）
•约瑟家（1：22-26）
•七个支派（1：27-36）

•波金（哀哭）（2：1-10）



士师记2：11-3：6

•违命与失败
•重温约书亚时代的结束
•钥节2：10

•循环开始
•行恶（2：11-13），奴役（2：14-15），哀求，拯
救（2：16-18）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拜别神？
•神的意思（2：20-3：4）

•试验（2：22，3：1，3：4）



士师记3：7-3：31

•士师兴起
•俄陀聂（3：7-11）
•第一循环：行恶（3：5-7），奴役（3：8），
哀求（3：9），拯救（3：9-11）

•以笏（3：12-30）
•珊迦（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