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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二次大戰的英雄人物麥克阿

瑟將軍，被杜魯門總統由戰場召回

美國，並解除其軍職後，美國國會

在1951年4月19日特邀他演講。在講
演快結束時，他分享了幾句感人的

名言：「自從我在西點軍校的操場上

起誓效忠國家後，這世界迄今已轉 
換了好幾回合。當年的期望和夢想雖

已雲消霧散，但我仍舊記得以前軍營

中很流行的一首軍歌，它的副歌這樣

驕傲地宣稱：『老兵不死，他們只是

漸漸地凋謝而已。』正如這首副歌所

描述的老兵，我亦將結束軍方的職

責，正在凋謝退去！雖為一名老兵，

但我已盡上己力，完成了神所賜給我

的職責。」

約書亞記也是以類似的宣告來

李定武／著

總結一位老兵的一生─約書亞記最

後兩章就是一位本著真神耶和華的呼

召，經歷過無數聖戰的老兵，對他率

領多年之百姓的告別詞。約書亞似乎

是個不善於說話，只擅於統領以色列

百姓打仗的軍人，但他最後人生的一

段講演詞，卻充滿了感情，全是由心

發出的最終勸告！這些遺言表明出他

心中對神國深切地關懷，因為他覺察

到進了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身上有一種

漸長的自滿；針對那些尚未滅絕的剩

餘迦南人，變得很容易接受，也不介

意與他們同住。以色列人甚至認為，

迦南地本來不就屬於這些迦南人的

嗎？這個觀念真是錯上加錯，因為他

們忘了，這塊地是早先神就已預備給

亞伯拉罕和他子孫的禮物。這些聽約

書亞遺言的百姓只是神早年應許的受

益人而已。

約書亞很清楚了解百姓這種觀

念的危險，特別是當以色列的敵人幾

乎是快要全被消滅了的時候。在約書

亞從他實際的領導地位上下來之前，

他有責任警告他的百姓，要他們持續

地像先祖們一樣地順服神的命令。這

點是絕對必要的─凡屬神的百姓都 

必須感恩地、順服地享受神所祝福的

生活。

針對約書亞記最後兩章，我們可

以將第23章視為約書亞對以色列領袖
們的挑戰，將第24章視為約書亞對以
色列民眾的指示。

首先，讓我們看他對領袖們的挑

戰：

李定武／著



和華為祂的子民爭戰，也賜能力給他

們，讓他們一人能追趕千人，征服又

大又強的迦南人。到約書亞說這話的

時候，雖然仍有些迦南人留在那塊土

地上，但約書亞警告他們不要妥協，

無論有什麼敵人出現，神必會帶領祂

的百姓征服他們。

第三個循環（書23: 14-16）
在第三次的循環中，約書亞以

一個即將去世的老人身分說話，盼望

他的話能深入聽者的心中。他再一

次談及神如何對每一件應許都忠誠地 
實現，但他也再一次警告那些不順服

的人，神會如何忠誠地將禍患降在他

們身上，甚至讓祂的百姓在應許之地

滅亡。

約書亞對他所愛的國家有深刻

的焦慮！就如一位有軍事眼光的老將

觀望未來一樣，他看到以色列的罪有

一天會捆綁住神的子民。如果約書亞

今日仍活著，他肯定會認同這個結論

─以色列最大的危險不是軍事上

的，乃是道德及屬靈上的。

二、約書亞對神子民的指示（書

24 : 1-28）

接著在第24章，約書亞有第二次
的聚集，但這次是召集全民眾到他的

面前來。這次也是他最後一次與神子

民在示劍（Shechem），也就是示羅
（Shiloh）的西北部幾哩之外的地方
相聚。

示劍對以色列先祖有特別的意

義。首先是亞伯拉罕在此地得聽神的

應許。聖經這樣說：「耶和華向亞伯

蘭顯現，說：『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

後裔。』亞伯蘭就在那裏為向他顯現

的耶和華築了一座壇。」（創12: 7）。
亞伯拉罕特別在此地築壇，表明他對

真神的信心，願討祂的喜悅。

雅各也有類似的經歷，當他從巴

旦亞蘭回來時，他在示劍停留過，曾

在此將他家中的偶像埋葬在示劍那裏

的橡樹底下（創35: 4）。

當約書亞領導以色列人完成了第

一次的迦南之戰，他們到了示劍，約

書亞也在這裏為神築了一座壇（書8: 
30-35），眾人並在這壇上給耶和華
奉獻燔祭和平安祭。

所以對約書亞和以色列百姓來

說，示劍對他們是很有意義的一座

城。所以約書亞在結束了對以色列的

長老、族長、審判官和官長的訓誨

後，又去到示劍，聚集以色列眾支派

到他的面前，給了他們以下三方面的

指示：

1. 重溫神的恩典（書24 : 1-13）
首先，約書亞向百姓指出，他

們是與神立約的子民，神自己是這約

的作者。舊約聖經中曾多次提到立約

的事，在古代國與國之間或人與人之

間常有立約的事，諸如：王賜恩的約

（王無條件地賜某國或某人好處）；

或宗主權之約（宗主王與附庸王所立

之有條件的約，前者聲言全力保護該

國，而附庸國宣誓會全然順服，忠心

服事宗主）；及平等條約（由兩位身

分平等的盟友所立，宣誓彼此尊重，

友好相待）。（註）而神與以色列所

立的就是宗主權之約，此約源自亞伯

拉罕，神是以色列的宗主王，而以色

列是附庸國。在此約之下，神會以無

盡的恩典善待以色列，而以色列理當

全然對神忠誠。緊接著短短的開場白

後，約書亞要以色列人溫習神對他們

過去在歷史上所賜的恩典─神如何

帶領他們的先祖出了吾珥與埃及，最

後進入迦南美地。

在這13節經文中，神論到祂自
己（神，耶和華）共有17次之多。約
書亞藉此要當時的百姓知道，由先祖

到他們當時為止，所有以色列的戰爭

全是靠著神的恩典，因為神是他們的

宗主王。這也是為何約書亞要在示劍

聚集眾支派的原因，他在去世前，以

耶和華僕人的身分，及耶和華派來治

理祂子民之中保的身分，要求以色列

人與耶和華重申他們先前與神所訂的 
盟約（另參書8: 30-35），完成他自

一、約書亞對領袖們的挑戰（書

23: 1-16）

約書亞年紀老邁時，召聚以色列

的領袖們，主要是警告他們：離開耶

和華是極其危險的事。那肯定是一個

莊嚴的會議─聖經沒有明言地點，

也許是示羅吧？因為那裏有神的會幕 
（書18: 1-2）。且不論地點在何處，
毫無疑問，迦勒與祭司非尼哈一定也

都在場，而當年參加聖戰的士兵們如

今均已成家，在應許之地定居，甚至

成為自己支派的領袖了。

他們毫無猶豫地來到這位帶領他

們進迦南的約書亞面前，聽他們偉大

的領導所要講的最後幾句話。但這位

老兵只想講一個主題─神對以色列

永不改變的忠誠，以及與他們相關的

責任與挑戰─就是不但自己要對神

忠誠，也要教導百姓對神忠誠。他深

恐這些領袖不願留心聽，因此在約書

亞記23章短短的16節經文裏，共有三
個循環的教導：

第一個循環（書23: 1-8）
首先，我們可以看出約書亞的

謙卑品德，他不抬高自己的戰績，而

是提醒以色列的領袖們，敵人之所以

被擊敗，全是因為神在替他們爭戰。

這些爭戰不是他們的，而是主的！舊

約詩人亦重複這項肯定：「因為他們

不是靠自己的刀劍得地土，也不是靠

自己的膀臂得勝；乃是靠你（神）的

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臉上的亮光，

因為你喜悅他們。」（詩44: 3）雖然
當時仍有迦南人留在神所應許的土地

上，但當神的時間到了，就都會被趕

出去，而且以色列必能夠繼承這塊土

地！要想看到神的應許實現，神的百

姓就應具備一項品德─那就是對神

忠誠。

第二個循環（書23: 9-13）
在這段循環中，約書亞再度強調

他最重視的一個主題─以色列的領

袖要確信神過去對以色列的忠誠。耶



己在神前的最後一項任

務。他是效法摩西的榜

樣而行，因摩西最後的

一個任務也是召集會眾

與神重申盟約（申命記

就是這立約的文件）。

2. 操練自己的責任（書
24: 14-24）

其 次 ， 約 書 亞 勸

告以色列人要除掉他們

祖先在米所波大米和在

埃及所拜之神。在吾珥

與哈蘭，他拉的家人受

到當地人的影響拜月神

那拿或辛；在埃及為奴

時，以色列人受埃及人

的影響，也拜埃及的

神，但現在約書亞公開

宣告自己的委身，盼望

能引起以色列人作同樣

的回應。他要百姓在吾

珥的神、埃及的神、亞

摩利人的神和耶和華神

當中，作一個選擇！在

這段經文裏，約書亞共

4次要求以色列人要作
正確的選擇，要他們知道按他們過

去與神所立的宗主權之約，他們有

一項重要的責任要遵守─就是要 
「除掉他們中間的外邦神，專心歸向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3. 重訂與神的誓約（書24: 25-28）
最後，約書亞在眾百姓面前很

嚴肅地、誠心地寫下合約，我們都知

道，其他更多的字句是無用的，要滿

足這真誠（聖化）的手續，需要有實

際的動作。因此，約書亞在立約時，

與當年中東人立約的習俗一樣，將百

姓所同意的誓言，以及從神而來的律

例典章，都寫在「神的律法書上」，

約書亞記24: 25-26如此記載：「當日
約書亞就與百姓立約，在示劍為他們

立定律例、典章。約書亞將這些話都

寫在神的律法書上。」（另參申31: 

26）。由於當時神的約櫃放在示劍，
毫無疑問，這立約的文件一定也存放

在約櫃旁。這是為了讓神的子民常被

聖約所提醒，按其內容敬拜，感恩，

順服神，討神的喜悅。

接著，約書亞又將一塊大石頭

立在橡樹下耶和華的聖所旁邊，這石 
頭就成了一個紀念碑，一如以色列人

當年過約但河時，由河中選了12塊
石頭放在他們住宿的吉甲一樣（書4: 
19-24），可以用來作為一個紀念，
好向自己的子孫與外邦人述說，耶和

華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所有信祂的

人都當敬畏祂，順服祂，也要永遠存

感恩的心服事祂！

完成了百姓與神再度立約的程 
序後，約書亞才安然去世（書2 4 : 
29-30），等到亞倫的兒子任祭司的
以利亞撒也去世後，約書亞的世代就

算是結束了！

舊約聖經指出，神最偉

大的救恩歷史不只是出埃及

而已。神不但應許拯救祂的

子民脫離捆綁，同時也應許

將列祖的地（創12: 2-3, 15: 
18-21）賜給他們為產業。這
個使他們脫離埃及的偉大救

贖，不能與神要賜他們為業

之地的應許分開！

聖經是有連續性的，申

命記結束於摩西之死；而約

書亞記的高潮，同樣也是約

書亞之死。約書亞記的起頭

為「摩西死後」，而士師記的

起頭則為「約書亞死後」。

聖經每一部分都深深

表現出神的聖潔與恩典的張

力。從以色列的歷史來看，

在文法上，約書亞記似乎成

為橋梁，將以色列人的曠野

經驗，與得迦南地為業，及

早期在迦南這應許之地的

奮鬥故事銜接了起來。整

卷約書亞記可分為三個段

落：第1到12章─記載以

色列人如何以「軍事征服」

該地；第13到23章─記載從得到

應許之地轉至「享受這地」；第23
到24章為完結篇，講到以色列與神 
更新古老之約，與約書亞遣散百姓，

去享受他們的產業，及最後的約書亞

之死。

耶和華的僕人約書亞在遺命中，

對他長年帶領過的百姓追憶神所賜的

勝利，但也提醒以色列眾人尚有未得

之地，並提醒他們要遵守與神所立之

約中的律例，他們的使命並未改變。

這也正是神藉《約書亞記》對今天

的你我所傳的信息─要在世上作一 
個能代表耶和華恩典與大能的神國 
子民！ 

註《更新版研讀本聖經》，更新傳道

會出版，2008年10月，第2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