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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 

与那同蒙⼀个应许的以撒、雅各⼀样。 

(希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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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妻⼦撒拉和⼉⼦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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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圣经是真实的历史，里面记载的故事是真实的发⽣在地球上。圣经记载的地点非常的多，有许

多已经有考古的发掘。 

 

这个书的目的是要预备将要去以⾊列实地学习的圣徒对圣经地理有初步的理解。去以⾊列之

前，如果能够阅读这本书和完成里面的作业，将会帮助圣徒在旅游学习时更容易的吸收以⾊列

丰富的地理和历史。 

 

迦南地是连接三⼤洲的桥梁，这块⼟地连接非洲、亚洲和欧洲。因此，历代各国都想占领这块

⼟地。占领了这块⼟地，能够收税，是⼀个极⼤的经济机会。所以我们会在圣经和世界的历史

里常看见在迦南地有争战。这些地上的争战，特别是圣经历史记载的争战，常常有重要的属灵

的意义。 

 

迦南地是⼀个不⼤的面积。但在这块⼟地上，有各种丰富的地理环境。从北⽅的⿊门雪⼭到南

⽅的旷野，从北⽅的淡⽔湖加利利湖、到南⽅犹⼤旷野的盐分极⾼的死海，都是耶和华神预先

安排，作为祂救赎的启示的背景。圣经80%以上的历史，都是发⽣在这⼟地上。 

 

所以认识圣经的地理和历史，对⼈明白圣经会有很⼤的帮助。 

 



 

9 

 

迦南地在圣经有极重要的地位。这是耶和华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之地。在旧约

里，神与以⾊列⼈立约。他们顺服神，就能留在迦南地享受神的祝福。他们不顺服神，就被神

管教，把他们掳去应许之地。圣经记载，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也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与

亚伯拉罕⼀同承受产业。基督徒承受的产业，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产业。神⼀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认识应许之地，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信靠主耶稣基督里

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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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和以⾊列历史考古年代 

以下的年代是根据创世记前两章的创造是按照字面解释，神在第六天创造了⼈。根据创世记5

和11章的记载，推论神是在主前3954年创造亚当。 

⽯器时代 (主前3954-主前3300） 

1. 主前3954-主前3024- 亚当（930岁） 

 

青铜器时代早期（主前3300-主前2000） 

1. 主前3267-主前2298 - 玛⼟撒拉（969岁）（创5：27） 

2. 主前2898-主前1948 - 挪亚（950岁）（创9：29） 

3. 主前2294 - 洪⽔ 

 

青铜时代中期（主前2000-主前1550） 

1. 主前2166 - 亚伯拉罕出⽣ 

2. 主前2091 - 亚伯兰75岁离开哈兰去迦南 

3. 主前2066 - 以撒出⽣ 

4. 主前2006 - 雅各出⽣ 

5. 主前1991 - 亚伯兰离世 

6. 主前1915 - 约瑟出⽣ 

7. 主前1886 - 以撒离世 

8. 主前1859 - 雅各离世 

9. 主前1805 - 约瑟离世 

 

在考古界里，对于出埃及记的时间有两种看法，第⼀个看法是主前⼗五世纪，第⼆个

看法是主前⼗三世纪。以下是主前⼗五世纪的看法。 

 

青铜时代晚期（主前1550-主前1200） 

1. 主前1526 - 摩西出⽣ 

2. 主前1486-1446 - 摩西在米甸旷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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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前1446 - 出埃及(出12：40；王上6：1） 

4. 主前1444 - 12探⼦进⼊迦南 

5. 主前1444-1406 - 以⾊列在旷野38年 

6. 主前1406-1399 - 约书亚占进⼊和领迦南地 

7. 主前1375-1050 - ⼠师记时期 

 

铁器时代⼀（主前1200-主前1000） 

1. 主前1050-1010 - 扫罗作王 

2. 主前1040 - ⼤卫出⽣ 

3. 主前1010-970 - ⼤卫作王（王上2：11） 

 

铁器时代⼆（主前1000-主前586） 

4. 主前970-930 - 所罗门作王(王上6：1） 

5. 主前966 - 所罗门建造圣殿开始(王上6：1，37） 

6. 主前960 - 所罗门建造圣殿完成(王上6：38） 

7. 主前930 - 以⾊列分裂为南北国 

8. 主前722 - 北国被亚述占领 

9. 主前689 - 亚述王西拿基立第⼆次攻打耶路撒冷，亚述⼗⼋万五千⼈被天使击杀

（王下19：35） 

10. 主前628 - 约西亚王的复兴 

11. 主前605 - 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被掳去巴比伦（但1：1） 

12. 主前597 - 巴比伦第⼆次攻击耶路撒冷，约雅⽄和以西结被掳去巴比伦 

13. 主前588 - 耶路撒冷最后⼀次被巴比伦攻击开始 

14. 主前586 -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巴比伦毁灭 

 

巴比伦时期（主前586-主前539） 

1. 主前539 - 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巴比伦帝国灭亡 

 

波斯时期（主前538-主前333） 

1. 主前537 - 波斯古列王下旨重建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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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前536 - 第⼆圣殿开始重建 

3. 主前520 - 第⼆圣殿恢复重建 

4. 主前516 - 第⼆圣殿重建完毕 

5. 主前478 - 以斯开始作波斯亚哈随鲁王的王后 

6. 主前458 - 以斯拉回归耶路撒冷 

7. 主前445 - 亚达薛西王下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希腊时期（主前333-主前63） 

1. 主前333 - 亚历⼭⼤⼤帝战胜波斯帝国，开始征服世界 

2. 主前330 - 撒玛利亚⼈得到亚历⼭⼤支持，在基利⼼⼭建造圣殿 

3. 主前323- 亚历⼭⼤突然去世，希腊帝国分裂成为四个权势 

4. 主前300-主前200 - 旧约圣经在埃及亚历⼭⼤城被翻译为七⼗⼠译本 

5. 主前167 - 西流基王在圣殿亵渎耶和华，导致犹太⼈起义，由玛他提雅（Mattat

hias）带领，之后马加比接棒，把西流基王朝打败，恢复圣殿的敬拜。犹太光

明节（公元前164年）记念这事 

6. 主前142-主前63 - 哈希芒王朝（Hasmonean）统治以⾊列 

7. 主前110 - 约翰·胡肯奴（John Hycranus）毁灭撒玛利亚⼈在基利⼼⼭的圣殿 

 

罗马时期（主前63-公元324） 

1. 主前63 - 庞贝将军占领耶路撒冷 

2. 主前37 - ⼤希律作犹⼤地的王，他扩⼤圣殿，并建了许多建筑物，如凯撒利

亚、希律殿、马萨⼤等等 

3. 公元4 - 主耶稣诞⽣ 

4. 公元27-31 主耶稣公开的事奉 

5. 公元31 - 主耶稣死⽽复活，教会在耶路撒冷诞⽣ 

6. 公元48 - 保罗在安提亚写加拉太书 

7. 公元48-49 耶路撒冷会议，教会领袖讨论外邦的基督徒需不需要受割礼和守律法 

8. 公元62 - ⼤祭司Ananus杀害主耶稣的弟弟雅各 

9. 公元63-64 - 希律建造的圣殿完成 

10. 公元64 - 彼得在罗马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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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元67 - 保罗在罗马殉道 

12. 公元68 - 罗马王帝尼禄自杀 

13. 公元70 - 圣殿被毁 

14. 公元73 - 马萨⼤被击败 

15. 公元77-78 - 约希弗在罗马出版犹太⼈的争战 

16. 公元89-95 约翰在以弗所写约翰⼀、⼆、三书和约翰福音 

17. 公元95-96 - 约翰被罗马王帝图密善（Domitian）放逐到拔摩，在那里写启示录 

18. 公元99 - 约翰在以弗所离世 

19. 公元132 - 巴尔科赫巴起义（Bar Kochba Revolt），罗马皇帝哈德良（Emperor 

Hadrian）把耶路撒冷占领，改名为Aelia Capitolina，成为外邦⼈的城。许多圣

经的景点成为罗马偶像的庙。 

20. 公元312 - 康斯坦丁成为西罗马皇帝 

21. 公元313 - 康斯坦丁⼤帝承认基督教合法 

 

拜占庭时期（公元324-634） 

1. 公元324 - 康斯坦丁成为整个罗马的皇帝 

2. 公元325 - 尼西亚理事会（Council of Nicaea) 

3. 公元326 - 康斯坦丁的母亲海伦娜(Helena)来到圣地，建造了许多教堂 

4. 公元614 - 波斯征服圣地，许多教堂和修道院被毁 

5. 公元628  - 拜占庭夺回的圣地 

 

穆斯林时期（公元634-1099） 

1. 公元634 - 穆斯林征服圣地。 ⼤马⼠⾰、巴格达、埃及和哈里发（Caliphs）先

后统治圣地 

2. 公元691 - 哈里发（Caliph）阿⼘杜勒马利克（Abd el-Malik）在圣殿⼭建造圆顶

清真寺 

 

⼗字军时期（公元1099-1291） 

1. 公元1099年 - ⼗字军占领耶路撒冷 

2. 公元1147年 - ⼗字军第⼆次到达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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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元1187年 - 穆斯林领袖萨拉丁（Saladin）摧毁了⼗字军， 开始了⼗字军王国

的衰落 

4. 公元1265 - 埃及回教王国马⽊留克（Mameluke）由苏Baibars带领占领圣地 

5. 公元1270年 -⼗字军最后⼀次来到耶路撒冷，被马⽊留克打败，结果全军覆没 

6. 公元1291年 - ⼗字军在圣地最后的领⼟Acco被回教占领，结束了⼗字军统治 

 

马⽊留克时期（Mameluke）时期（公元1291-1517） 

1. 公元1291 - 马⽊留克世时期开始 

2. 公元1333 -  ⽅济会（Franciscan Order）成立，照顾圣地和朝圣者 

3. 到中世纪末，以⾊列的城市中⼼⼏乎成了废墟，耶路撒冷⼤部分被遗弃，有少

数的犹太⼈住在以⾊列，但是活在贫困的环境里。 马⽊留克因政治和经济动

荡、加上瘟疫、蝗⾍⼊侵和地震⽽衰落 

 

奥⼟曼时期（公元1517-1917） 

1. 公元1517 - 奥⼟曼帝国在1517年占领以⾊列，该⼟地分为四个区，在⾏政上附属

于⼤马⼠⾰省，并由伊斯坦堡（Istanbbul）统治 

2. 公元1520 - 苏莱曼⼤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开始⼤量修建，包括耶路撒

冷城墙 

3. 公元1799 - 拿破仑⼊侵以⾊列但没有成功，最终被迫离开 

4. 公元1860 - 第⼀个犹太⼈社区，Mishkenot Sha'ananim，建在耶路撒冷城墙 

5. 公元1882 - 首次⼤规模回归：俄罗斯的犹太⼈ 

6. 公元1904 - 第⼆次⼤规模回归：俄罗斯和波兰的犹太⼈ 

 

英国时期 - 公元1917-1948 

1. 公元1917 - 英国外交部长巴尔福勋爵（Lord Balfour）于1917年11月2日发表所谓

的“巴尔福宣⾔”，该宣⾔正式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的家园”，并承诺

不损害犹太⼈的权利 

2. 公元1947年 - 联合国于1947年11月29日批准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

和阿拉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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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国时期 -  1948年⾄今 

1. 公元1948 - 英国授权（British Mandate ）到期时，犹太⼈全国委员会宣布在194

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由⼤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担任总统 

2. 公元1948-1949  - 阿以战争;阿拉伯⼈拒绝接受新成立的以⾊列国。埃及、叙利

亚、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袭击以⾊列，但在⼀年之内被以⾊列击败 

3. 公元1950 - 西耶路撒冷于1950年1月23日被宣布成为以⾊列首都 

4. 公元1956 - 苏伊⼠危机（Suez Crisis):埃及从英国⼿中夺取苏伊⼠运河，导致英

国、法国和以⾊列连⼿攻击埃及。结果以⾊列占领了西奈半岛，但因受到美国

和苏联的压⼒，以⾊列被迫撤军 

5. 公元1967 - 六日战争;在1967年5月22日埃及关闭了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 ）

后，以⾊列于1967年6月5日对埃及、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机场发动袭击。六

天后，以⾊列征服了耶路撒冷、⼽兰⾼地、西奈半岛和西岸 

6. 公元1973 - 赎罪日战争; 1973年10月6日，在赎罪日，叙利亚和埃及对以⾊列发动

突然袭击。在袭击者取得初步成功后，以⾊列成功越过苏伊⼠进⼊埃及。后来

美国和苏联介⼊，双⽅在1973年10月25日停战 

7. 公元1978 - ⼤卫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以⾊列和埃及在1978年9月在美

国⼤卫营签约，以⾊列同意把西奈半岛退回给埃及 

8. 公元1979 - 以⾊列和埃及在华盛顿签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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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章到⼗⼀章 

伊甸园 

根据创世记五章和⼗⼀章的家谱，神创造亚当是在公元前3954年。 

 

伊甸园有四条河，因为现今只有剩下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另外的两条河，比逊和基训已经

遗失了，所有考古学家不能确定伊甸园的地址。 

 

根据犹太⼈的教导，伊甸园是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神是在摩利亚⼭上造亚当。但是这个教导没

有圣经根据，⽽且耶路撒冷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以外，所以不符合地理。 

挪亚⽅⾈ 

挪亚六百零⼀岁时，⽅⾈停在亚拉腊⼭上（创8：4）。现在在⼟耳其，传统里有三座亚拉腊

⼭。 

 

有两座在东部，最⾼的称为Buyuk Agri Dagi，5137米⾼。比较矮的是称为Kucuk Agri Dagi，39

25米⾼。 

 

另⼀座在东南部，称为Cudi Dagi，2089米⾼。自从1981年，因有公布分⼦活动，⼟耳其军队封

锁了这⼀代，没有外⼈可以进⼊参观和研究。 

 

在⼆⼗和⼆⼗⼀世纪有⼏个考古团队尝试挖掘⽅⾈，有些宣传已经找到⽅⾈，但是缺乏有科学

的考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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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祖时代 

亚伯兰被耶和华呼召出吾珥 

阅读：创11：23-32、尼希米书9：6-8、徒7：1-4 

 

⼈犯罪了，耶和华就拣选亚伯拉罕，与他立约，应许他的后裔将会承受⼀块⼟地。地上的万族

将因从亚伯拉罕得福（创12：3）。耶和华神的计划，是要藉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启示神

救赎的计划。耶和华计划基督将会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现，拯救罪⼈，使⼀切信靠基督的⼈，

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他们将会受属灵的割礼（西2：11），将会被称为真犹太⼈

（罗2：29）。 

 

创世记11：31记载他拉带领亚伯兰出迦勒底的吾珥。12章在启示耶和华在哈兰与亚伯兰显现

（创12：1）。但尼希米书9：7启示耶和华拣选亚伯兰，带领他出迦勒底的吾珥。司提反也提

到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哈兰之前，荣耀的神在米所波⼤米向亚伯拉罕显现（徒7：2）。 

 

创世记11：31-32记载他拉带着他⼉⼦亚伯兰和他孙⼦哈兰的⼉⼦罗得，并他⼉妇亚伯兰的妻

⼦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根据考古，在幼发拉底河旁有两个吾珥，⼀个在巴比伦的南⽅，是苏美尔⼈（Sumerian）的首

都吾珥，又称为Mugayir。这是普遍圣经地图里的吾珥。 

 

另⼀个吾珥是迦勒底的吾珥，在哈兰的北部，被世界历史称为迦勒底的吾珥。亚伯拉罕有可能

是从北⽅的吾珥出来。因为第⼀，米所波⼤米北⽅的语⾔（Mari,Ebla,Ugarit)，和希伯来语很

接近。第⼆，创世记11章暗示拿鹤留在迦勒底的吾珥，到了亚伯拉罕的仆⼈去本地本族为以撒

寻找妻⼦时，他就到了拿鹤的城（创24：10），那里是亚兰的附近，成为巴旦哪哈里（Aram-

Naharaim）。 

 

这两个吾珥都是敬拜偶像的城，其中⼀个主要的偶像就是月亮神鑫（Sin）。亚伯拉罕和他的

⽗亲他拉在吾珥的时候侍奉偶像的⼈（书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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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离开哈兰进⼊迦南 

阅读：创12：1-9 

 

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1875主前）出哈兰，进⼊迦南地。圣经没有记载他从哪⼀条路进⼊迦

南，他很可能和以后雅各从哈兰回迦南地是⾛同⼀条路线，因为雅各到迦南的第⼀站和亚伯兰

⼀样，是示剑。所以亚伯兰可能经过雅博河，过约旦河，通过发拉⾕（Wadi Fara），⾛到示

剑。他的第⼀站是示剑摩利橡树、第⼆站是伯特利和艾之间、在这两个地⽅筑坛（创12：7-

8），然后渐渐迁往南地。 

 

Wadi是亚拉伯⽂，Nahal希伯来⽂，意思是⼭⾕。这两个词是通用的，在现代以⾊列，⼤多数

的地⽅都会有希伯来⽂和亚拉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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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01-01 列祖时代(主前2166-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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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01-02 列祖时代 (主前2166-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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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兰下埃及 

阅读：创1：10-20 

 

犹⼤的南地是旷野，常有有饥荒。当亚伯拉罕遇见饥荒，就带着家⼈下埃及暂居（创12：1

0）。根据埃及历史、亚伯兰可能是去了太阳城（Heliopolis），在现代的开罗的东北部，尼罗

河的三角洲南部。亚伯兰告诉妻⼦撒莱告诉埃及⼈他们是哥妹，不是夫妻。结果被法老发现，

就打发亚伯兰离开埃及。 

 

耶和华神常用以⾊列的地理环境来试炼和建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信⼼。 

 

作业： 

1. 在01-01地图上有寻找吾珥、哈兰，雅博河、发拉⾕、示剑、伯特利、艾、南地、用黄

⾊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识，用蓝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亚伯兰进迦

南的路线。从示剑到希伯伦的道路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常⾛的路，所以被称为列

祖⼤道。 

亚伯兰和罗得分地 

阅读：创13：1-18 

 

亚伯兰带着罗得离开埃及，再次回到犹⼤南地，然后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之间

（创13：1）。亚伯兰为了避免和罗得相争牧⽺的⼟地，就给罗得优先选地，结果罗得选择了

约旦的平原、包括琐珥、所多玛、蛾摩拉。 

 

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凡你所看见的⼀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远」（创1

3：15）。 

 

之后亚伯兰搬帐篷到希伯仑幔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座坛。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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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01-02地图上有寻找南地、埃及太阳城、伯特利、艾、希伯伦、用黄⾊荧光笔在每个

地点上做标识，用红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亚伯兰从埃及回迦南的路

线。 

2. 在01-02地图上有寻找伯特利、琐珥、所多玛、蛾摩拉、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

标识，用⿊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罗得离开亚伯兰去所多马的路线。 

犹⼤⼭脉和南地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居住的地⽅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犹⼤的⼭脉，第⼆）犹⼤南地的

旷野。这和以⾊列的地理和⽓候有关。犹⼤的⼭脉冬天寒冷、犹⼤南地的旷野在冬天有雨⽔、

合适牧⽺、所以他们在冬天住在南地的旷野。在夏天的时候，南地的旷野⼲旱炎热，犹⼤的⼭

脉却是⽓候凉爽，适合牧⽺，所以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喜欢住在犹⼤的⼭脉。 

 

列祖所⾏⾛的城市，从北到南，有“示剑”、“伯特利”、“艾”、“耶路撒冷”、“希伯伦”和“别是

巴”。除了别是巴在犹⼤南地的旷野里，其他的城市都在犹⼤的⼭脉。在⼭脉上有⼀条路把这

些城市连接起来，因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常⾛这条路，就被称为“列祖⼤道”。列祖⾏⾛在

这些城市之间，不会⾛⼭⾕，因为需要上下⼭，消耗体⼒，他们都会⾛上⼭的这条道路。 

四王打五王 

阅读：创14：1-24 

 

米所波⼤米的四个王来约旦河东，盐海东部和南部攻打这里五王，把罗得掳去⼤马⾊。亚伯兰

带着318仆⼈攻打四王，把罗得和家⼈拯救回来。撒冷王麦基洗德带著饼和酒，在沙微⾕迎接

亚伯拉，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分之⼀来，给麦基洗德。 

 

作业： 

1. 在01-01地图上有寻找示拿、以拉撒、以拦，死海，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

识。猜想四王如果⾏⾛来到死海攻打死海旁的五王？这条道路在历史上被称为王的⼤

道。 

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经历 

阅读：创世记15-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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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15章：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应许亚伯兰的后裔⼀块地，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

耶和华也预⾔亚伯兰的后裔将会寄居在别⼈的地，被⼈苦待四百年，之后将会带许多的财物从

那里出来。 

 

创世记16章：亚伯兰在迦南地住了10年，因撒莱的建议，就与埃及使⼥夏甲同房。夏甲因怀孕

就小看撒莱，导致撒莱就苦待夏甲，结果夏甲就逃跑。夏甲在去书珥旷野的路上，在加低斯和

巴列中间，⼀个⽔井旁遇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藉着使者吩咐夏甲回去，结果夏甲在亚伯兰

86岁的时候⽣了以实玛利。 

 

创世记17章：亚伯兰99岁时，神应许他将会成为多国的⽗，把他改名为亚伯拉罕。也把撒莱改

名为撒拉，应许她会成为多国之母。耶和华吩咐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中所有的男⼦都需要⾏割

礼，作耶和华和他们之间立约的记号。 

耶和华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 

阅读：创世记18-19章；太10：5-15；11：20-24；路17：22-32 

 

三个⼈在希伯伦幔利橡树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们耶和华在明年会赐给他们⼀个⼉⼦。撒莱

⼼里暗笑她年纪已老，没有可能发⽣这事。耶和华告诉他们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 

 

然后三⼈前⾏到所多玛和蛾摩拉要毁灭这两个罪恶甚重的城。神答应亚伯拉罕的祈求，如这两

个城里有⼗个义⼈就不毁灭他们。 

 

三⼈中的两个来到所多玛，城里的⼈要对他们⾏淫，结果两⼈吩咐罗得带领家⼈离开，然后耶

和华将硫磺与灰，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两个城完全被毁灭。罗得的妻⼦

在离开的路上回头⼀看，就变成了盐柱。主耶稣教导门徒主再来的时候回像所多玛和蛾摩拉被

毁灭的年代，要回想罗得的妻⼦，不要想念罪恶的世界（路17：22-32）。主耶稣曾经说过，

不接受主耶稣的⼈，在审判的日⼦，受的审判比所多玛和蛾摩拉所受的更严重（太10：5-15；

11：20-24）。 

 

所多玛和蛾摩拉在死海的南部这⼀带，正确的地点还没有完全的被考古学家确定。有⼏个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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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两个城被完全的毁灭了 

2. 毁灭前后有极⼤的改变，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蛾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

也像埃及地（创：13-10） 

 

作业： 

1. 在01-02地图上找出所多玛和蛾摩拉⼤概的地点，用黄⾊荧光笔做标识 

下到基拉耳 

阅读：创世记20章 

 

亚伯拉罕从希伯伦迁移到基拉耳，第⼆次在别⼈面前称妻⼦为妹妹。基拉耳王亚比米勒要去撒

拉，神介⼊拦阻这件事发⽣。基拉耳的地点还没有完全的被确认。 

 

作业： 

1. 在01-02地图上找出可能是基拉耳的地点，用黄⾊荧光笔做标识。 

⽣以撒 

阅读：创世记21章 

 

如耶和华所应许的，亚伯拉罕在100岁时，撒拉给他⽣了应许之⼦以撒。 

 

因夏甲⽣的⼉⼦以实玛利戏笑以撒，撒拉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耶和华吩咐

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 

 

亚伯拉罕和基拉耳王亚比米勒在⼀⼝井旁立约发誓不彼此攻击，所以这⼝井被称为别是巴。 

献以撒 

阅读：创世记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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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对祂的信⼼，就在别是巴吩咐亚伯拉罕去摩利亚⼭上去献以撒为燔祭。

耶和华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就供应⼀只公⼭⽺作燔祭，代替了以撒。这摩利亚⼭就是以后圣

殿的地点。这里⼭⽺和以撒都是神救赎计划清楚的豫表。 

 

作业： 

1. 在01-02地图上有寻找别是巴和摩利亚⼭，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识，用红笔

把这两个地点连接起来。这是亚伯拉罕⾛了三天的路程。 

买希伯伦的地 

阅读：创世记23章 

 

撒拉在127岁死在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用了四百舍客勒向赫⼈以弗仑报了在麦比

拉的田地和⼭洞，把撒莱埋葬在那里。这地以后成为了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

的墓地。两千年后，⼤希律在这地上建造了⼀个建筑物，作为他们的纪念碑。这个建筑物还

在，现在可以去观光。 

以撒娶妻 

阅读：创世记24章、希11：10-13 

 

亚伯拉罕吩咐老仆⼈去⽗家为以撒娶妻。老仆⼈去了美索不达米，拿鹤的城，把拿鹤孙⼥、

彼⼟利的⼥⼉利百加带回迦南地成为以撒的妻⼦。 

亚伯拉罕离世 

阅读：创世记25章 

 

以撒和以实玛利把爸爸埋葬在希伯伦麦比拉洞里。亚伯拉罕享寿175岁，虽然他还没有完全

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地。但是他的盼望不是地上，⽽是天上有根基的城。他是世上的客

旅，是寄居的（希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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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遇见饥荒 

阅读：创世记26章 

 

以撒住在南地遇见饥荒时，顺服耶和华的吩咐没有下埃及，就住在耶和华所指示他居住的基拉

耳。在基拉耳，以撒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包括在基拉耳王面前称妻⼦为妹妹，与基拉耳

王亚比米勒在别是巴立约。 

雅各离开别是巴到巴旦亚兰⼆⼗年 

阅读：创世记27-35章 

 

雅各欺骗⽗亲以撒得了⼉⼦的名分和祝福，因被以扫追杀，得到妈妈利百加的鼓励，

就离开别是巴，到亚兰投靠舅⽗拉班。雅各在去巴但亚兰的路上，在伯特利梦见天梯

的异像，就与耶和华神许愿。如神保佑他平安回来迦南地⽗亲的家，雅各就比以耶和

华为自⼰的神。 

 

结果在巴但亚兰与舅⽗⽃勇⽃智⼆⼗年，娶了舅⽗的两个⼥⼉利亚和拉结为妻，⽣了1

1个⼉⼦，得了许多牲畜。伯特利的神（创31：13）向雅各显现，吩咐他会应许之地。 

 

雅各带着全家，从巴但亚兰会应许之地。他经过玛哈念（创32：2），经过雅博渡⼝，

面对面与神摔跤。神把雅各的⼤腿窝扭了，然后把雅各改名为以⾊列。所有雅各称那

地为毗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然后雅各在疏割制造房⼦，疏割被鉴定为约旦河东

的迪尔阿拉古丘（Tell Deir Alla）。 

 

雅各过了约旦河以后，如亚伯拉罕进⼊迦南地⼀样，第⼀站就是示剑。他用⼀百块银⼦向

示剑的⽗亲、哈抹的⼦孙买了支帐棚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

⾊列（就是神、以⾊列神的意思（创3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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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雅各的⼉⼦西缅和利未因妹妹底拿在示剑被侮辱，所以把城里⼀切男丁都杀了。耶和

华吩咐雅各上伯特利，然后在那里向他显现，与雅各重所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要把应

许之地赐给以⾊列的后裔。 

 

雅各继续迈向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拉结在以法他（伯利恒），⽣了便雅悯之后，就死

去，被埋葬在那里。 

 

最后雅各终于回到希伯伦，与⽗亲以撒重复。以撒共活了180岁，被埋葬在希伯伦(创35：2

9）。 

 

作业： 

1. 在01-02地图上有寻找别是巴、伯特利、巴旦亚兰、玛哈念、雅博渡⼝、法拉古、示

剑、伯特利、以法他（伯利恒），希伯伦。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识，用蓝

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雅各去巴但亚兰和回来应许之地与⽗亲重复的的

路线。 

约瑟下埃及 

阅读：创世记37章 

 

雅各住在南地希伯伦。在夏天的时候南地非常⼲燥，，牧⽺⼈需要北上牧⽺。⼀次他的⼗个⼉

⼦在示剑和多坍放⽺。雅各派约瑟去找哥哥们，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结果⼗个哥哥因为妒忌雅

各对约瑟特别爱，就把约瑟卖给从基列经过多坍的以实玛利⼈。多坍在撒玛利亚的⼭区，所以

以实玛利⼈应该是⾛海边的路，进过亚弗、约帕，迦萨，下到埃及。这⼀条沿海的⼤道连接非

洲，澳洲和亚洲，被称为沿海⼤道，是很重要的⼀条⼤道。 

 

作业： 

1. 在01-02地图上寻找希伯伦、示剑、多坍、亚弗、约帕、迦萨。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

点上做标识，用蓝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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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的通道 

⾏⼈要南下埃及，北上亚洲和欧洲，通常会选择⾛沿海⼤道。迦密⼭在耶斯列平原的西南部，

要经过迦密⼭，有三个主要的通道。第⼀是约念（Jokneam）通道，第⼆是米吉多通道，第三

是多坍通道。圣经上有许多事件在迦密⼭、耶斯列平原和米吉多发⽣，我们以后会学习到这里

的地理历史。 

以⾊列全家下埃及 

阅读：创世记42-46章 

 

耶和华神在埃及与约瑟同在，虽然多次遇见难处，但耶和华神使患难变成祝福，结果约瑟从奴

⾪变成宰相。雅各⼀家在迦南地遇见饥荒，就派⼗个⼉⼦下去埃及买粮食。约瑟为了与⽗亲重

逢和帮助以⾊列家，就差派车辆把雅各⼀家70⼈来到埃及。雅各在去埃及的路上，在别是巴献

祭与耶和华。耶和华神在异像中向雅各显现，重申应许（创46：1-4）。约瑟安排以⾊列全家

住在住在埃及最好的歌珊地（创47：6）。 

雅各和约瑟离世 

阅读：创世记49-50章 

 

雅各在埃及躲过晚年，死在埃及。临死前，他吩咐⼉⼦们⼀定要把自⼰埋葬在应许之地，与⽗

亲和祖⽗⼀同埋葬在希伯伦（创49：29）。约瑟完成雅各的⼼意，和兄弟们带着雅各的⼫体会

迦南，把雅各埋葬在希伯伦。 

 

约瑟在埃及活到110岁，在埃及离世。临死之前，他效法⽗亲雅各，吩咐以⾊列⼈要把祂的骸

骨帮会应许之地（创50：25）。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时代被称为列祖时代，在考古学上是青铜器时代中期（主前2000-155

0）。以⾊列⼈在埃及居住了430年（出12：40），被埃及⼈苦待。当亚摩利⼈罪孽满盈的时

候，耶和华就兴起摩西把以⾊列⼈带出埃及（创15：16；出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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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的骸骨被埋葬在埃及400年之久，知道摩西带领以⾊列⼈出埃及，才把约瑟的骸骨带⾛，

最后被约书亚埋葬在示剑（书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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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时代 

在埃及⽣养众多 

阅读：出1章 

 

以⾊列⼈住在埃及作好的地⽅，尼罗河三角洲的东边，兰塞境内的歌珊地（创47：11；27）。

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苦待以⾊列⼈，加重担给他们，用以⾊列⼈为奴⾪，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

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出1：11）。“兰塞”城已经被考古挖掘，被称为Tel Ed-Daba。 

呼召摩西 

阅读：出2章，11-13章 

 

以⾊列因被埃及⼈苦待，就哀求，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祂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所立的约（出2：24）。耶和华兴趣利未⼈摩西，让他在米甸的旷野牧⽺40年造就他成为神的

器⽫。耶和华在烧不坏的荆棘里呼召摩西去带领以⾊列⼈出埃及。（出3：1-3）。神这里新的

年日，在⼀年之首，⼀月14日，差派天使击杀埃及所有首⽣的。所有家里的门头有羔⽺的⾎

的，都逃过这个灾难。这是历史上第⼀次的逾越节。 

西奈半岛 

地奈半岛的形状是倒立的三角形。北部是连接地中海，西部和东部有红海。西部的红海称为

“苏伊⼠湾”（Gult of Suez)，东部的的红海称为“亚喀巴湾”。北部的陆地是平原，中部和南部

是⾼原，最⾼的⼭有2600米⾼。传统的西奈⼭在南部，有2500米⾼。 

 

要横跨西奈⼭，从北到南有三个道路，他们分别是： 

 

1. 非利⼠地沿海的道路： 

a. 路线如今天西奈半岛的Al Kantara Shark - Al Arish Rd 

2. 横跨中部⾼原的道路： 

a. 路线如今天西奈半岛的Taba - Nekhel Rd 

b. 被称为朝圣的路，因为是回教徒从非洲去亚拉伯朝圣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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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部铜矿开采的道路： 

a. 路线如今天西奈半岛的Al Tour-Ras Sedr和St Katrin - Nowabeaa 

b. 是传统犹太⼈和基督徒认为以⾊列出埃及的道路。这道路沿着“苏伊⼠湾”南

下，这条道路可能就是红海旷野的路（出13：18），现今是Al Tour-Ras Sed

r。然后横跨南部⾼原，到了传统的西奈⼭。之后从西奈⼭出发，沿着东部的

“亚喀巴湾”北上到“加底斯”。 

 

以⾊列⼈在西奈⼭第⼀年的三月初⼀到达西奈⼭。耶和华颁发律法给以⾊列⼈。以⾊列⼈根据

⼭上的样式建造会幕，在第⼆年的正月初⼀会幕建造完成，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会幕。 

 

埃及王朝 

18王朝（主前1570-1320）： 

 

法老 年代 事迹 

Amosis 1570-1546  

Amenhotel I 1546-1526 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1：8） 

Thutmose I 1526-1512 摩西在主前1526年出⽣在埃及，Thutmose I的公主是摩西的养母

（出2：9） 

Thutmose II 1512-1504  

Hatshepsut 1503-1483 因摩西打死埃及⼈⽽想杀摩西，结果摩西逃到米甸（出2：15） 

Thutmose III 1504-1450  

Amenhotel II 1450-1425 出埃及时期的法老，经历⼗灾（出5：1） 

Thutmose IV 1425-1417  

Amenhotep III 1417-1379  

Amenhotep IV 

(Ikhnaton) 

1379-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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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enkhare 1364-1361  

Tutankhamon 1361-1352  

Ay 1352-1348  

Horemheb 1348-1320  

 

19王朝(主前1320-1223）： 

 

 

法老 年代 事迹 

Rameses I 1320-1318 ⼠师记 

Seti I 1318-1304 ⼠师记 

Rameses II 1304-1236 ⼠师记 

Merneptah 1236-1223 ⼠师记，Merneptah⽯碑是唯⼀提到以⾊列的埃及⽂献，他记载

占领亚基仑、基⾊，写：“以⾊列荒废，他的的后裔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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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出埃及地图(主前1526-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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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 从加底斯到约旦河东地图(主前1526-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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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应许之地 

阅读：民13-14章 

 

以⾊列⼈在第⼆年⼆月20日离开西奈⼭，⼗⼀天之后来到“加底斯巴尼亚”（申1：2）。加底斯

是在旷野的⾼原，寻（民13：21）和巴兰旷野（民13：25）交叠的地⽅。摩西差派12个探⼦，

进⼊应许之地窥探。他们在迦南地40天，从“加底斯巴尼亚”出发，经过希伯伦（民13：22），

到了哈马⼝。他们从希伯伦的以实各⾕，两个⼈用杠抬着⼀挂葡萄，有带了⼀些番⽯榴和⽆花

果回来加底斯，告诉以⾊列⼈应许之地的丰富，是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个探⼦因为害怕迦南地的巨⼈，就怂恿全以⾊列⼈不要进⼊应许之地。结果全以⾊列⼈

向摩西和亚伦埋怨，决定回埃及（民14：4）。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有信⼼，鼓励以⾊列⼈

不要惧怕，因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以⾊列⼈听了就要用⽯头打死他们两⼈，结果耶和华的荣

光显现，救了他们两⼈。 

 

作业： 

1. 在02-01地图上，寻找兰塞、疏割、红海旷野的道路、西奈⼭、以旬迦别、加底斯、用

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识，用蓝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以⾊列出

埃及到加底斯⼤概的路线。 

2. 在02-02地图上寻找加底斯、希伯伦、利合、哈马⼝。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

识，用蓝笔把这些地点按次序连接起来。这是12个探⼦的脚步。 

旷野40年 

阅读：民16 

 

耶和华因为以⾊列⼈藐视祂，有用瘟疫击杀他们。摩西向神求情，神就听了摩西的祷告，没有

降下瘟疫。但耶和华因这件事，就不让20岁以上的以⾊列⼈进⼊迦南地。神所他们必定会倒闭

旷野，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能够进⼊迦南。因为他们诡探应许之地40日，神所⼀日顶⼀年，

就使他们在旷野担当罪孽40年（民14：34）。 

 

以⾊列⼈在旷野的38年只留下很少的记录，因耶和华不纪念，耶和华对以⾊列⼈的⼼意是应许

之地。在38年的旷野里，发⽣的⼀件事，就是利未⼈可拉和流便的⼦孙”⼤坍“和”亚比兰“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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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为以⾊列领袖攻击摩西和亚伦，因为妒忌神对摩西和亚伦的呼召和托付。结果耶和华使地

打开，吞灭可拉、⼤坍和亚比兰全家。 

 

虽然以⾊列被神管教，在旷野的40年，在管教中他们也经历了神极⼤的恩典，这40年里，耶和

华常与他们同在，他们⼀⽆所缺（申2：7）。 

 

在40年的结尾（主前1406)，米利暗死在加底斯（民20：1），埋葬在那里。 

从加底斯再次出发 

阅读：民20-21 

 

以⾊列⼈因没有⽔喝向摩西埋怨。耶和华告诉摩西吩咐磐⽯发出⽔来。结果摩西击打磐⽯两

下，虽然有⽔流出来，但是不是没跟根据神的吩咐，所以神就不允许摩西带领以⾊列⼈进⼊应

许之地（民20：12）。结果摩西只能在尼波⼭上远看迦南地。 

 

摩西没有带领以⾊列⼈从加底斯北上进⼊应许之地。他带领以⾊列⼈的道路是经过死海的南

部，那里是以东⼈地盘，然后在死海的东部北上，那里是摩押⼈、亚们⼈和亚摩利⼈的领⼟，

直到死海北部，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安营。在那里耶和华神藉着摩西启示申命记的信息。 

 

死海的南部，是约旦裂⾕（Rift Valley of Jordan)的⼀部分。死海在旧约里也被称为亚拉巴海

（申3：17）。这里每年的雨⽔只有四公分，地势极低，是海平面负400米。 

 

从死海的南部，到阿卡巴湾的顶部以旬迦别的道路在圣经里被称为“亚拉巴的路”(申2：8）。

今天是以⾊列的65号公路。 

 

从以东⼈的西珥地北上摩押平原有两条路线，1）王的⼤道，2）旷野的道路。 

 

王的⼤道会经过两个⼤⼭⾕，1）撒烈⾕，2）亚嫩⾕。这两个⼭⾕有500米深，⼆公里

阔，所以进过这两个⼭⾕会很艰难。撒裂⾕以南是以东⼈的地，撒烈⾕和亚嫩⾕之间是摩

押⼈的地（民21：13）。亚嫩⾕以北是亚摩利的地。王的⼤道是约旦的35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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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野的道路在王的⼤道的东边，与王的⼤道平⾏。这个⼤道不用经过撒烈⾕的亚嫩⾕。但

因里沙漠比较近，所以比王的⼤道缺少⽔源。旷野的道路是今天约旦的15号公里。 

 

摩西向以东⼈要求经过他们的地盘，被以东⼈拒绝。以⾊列⼈离开加底斯，出埃及之后的40年

的五月初⼀（民33：38）到了何珥⼭，亚伦死在何珥⼭上（民20：22），享年123岁（申33：3

9），他的⼉⼦以利亚撒继续爸爸⼤祭司的职事。 

 

以⾊列⼈从亚他林路别上，与“亚拉得”⼈争战，因他们想耶和华祈求，耶和华使他们⼤⼤的得

胜（民21：1-3）。 

 

打胜了亚拉得⼈以后，原本以⾊列⼈有经过以东⼈⾛王的⼤道北上，但被以东⼈拦阻。 

 

因为需要绕过以东地，⾏⾛更远的路，所以以⾊列⼈有向神和摩西抱怨（民21：5）。结果神

使⽕蛇进⼊以⾊列⼈当中，咬死他们许多⼈。以⾊列⼈认罪，求摩西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神

吩咐摩西制造铜蛇，关在杆上。凡被蛇咬的，⼀望这蛇，就活了（民21：9）。主耶稣告诉法

利赛⼈尼各底母，这是豫表基督被举起来，⼀切信他的都得永⽣（约3：14）。这件事很可能

发⽣在普嫩（Punon）（民33：43）。普嫩又称为Wadi Faynan，考古学家这这里发现从主

前4500年到是罗马时代有⼀个非常⼤铜矿。 

 

以⾊列⼈不能经过以东⼈的地，所以他们南下亚拉伯路，直到亚拉伯海湾的以旬迦别（申2：

8）。之后他们⾛旷野的道路北上，绕过以东⼈、摩押⼈和亚们⼈。耶和华吩咐以⾊列⼈不要

与他们争战（申2：5、9、19），因为这些的地不是应许之地，耶和华神已经把这些地赐给以

东⼈、摩押⼈和亚们⼈。 

 

作业： 

1. 何珥⼭还没有被考古学家确认。这⼭应该是在加底斯和亚拉得之间。在02-02地图上寻

找何珥⼭的可能地点，用黄⾊荧光笔在每个地点上做标识。 

2. 在02-02的地图上，寻找王的⼤道和旷野的道路。用蓝笔沿着⼤道上画⼀条线。 

3. 在02-02的地图上，寻找撒烈⾕和亚嫩⾕，用红笔沿着⾕上画⼀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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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次数点军队 

阅读：民26章 

 

第⼀代20岁以上的军兵，在40年后，过了撒烈溪之后，就完全的死了（申2：14）。摩西在什

亭第⼆次数点百姓（民26），这些新的以⾊列军兵，将要进⼊迦南地打仗，承受耶和华向他们

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 

从兰塞到什亭 

阅读：民33章 

 

民数记33章记载了以⾊列⼈从埃及兰塞到摩押平原的什亭的路程。他们的⾏程开始是主前1446

年，正月15日（民33：3），到了什亭是40年后，主前1406年，五月初⼀日（民33：38）。他

们的⾏程都记载在民数记33章，这些地点，⼤多数都还没有被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公认在那

里。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只能知道以⾊列⼈⼤概的路程。 

 

作业： 

1. 在02-02地图上，蓝笔把以下地点连接起来。这是以⾊列⼈从加底斯到约旦河东摩押平

原的道路：加底斯、何珥玛、亚拉得、普嫩、亚拉伯路、以旬迦别、旷野的路、尼波

⼭、摩押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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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 约旦河东地图   主前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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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河东的地理 

 

1. 马底巴⾼原（申3：10）：亚嫩⾕以北的是马底巴⾼原，是⽯灰⽯的平原，以马底巴城

为名。申3:10称这里为平原。 

2. 基列⼭脉（申3：10）：马底巴⾼原的北⽅是基列⼭脉。基列⼭脉被雅博河分成南北两

部分。这⽯灰⽯的⼭脉，地势如迦南地以法莲的⼭脉⼀样。 

3. 巴珊全地（申3：10）：在加利利湖的东北，基列⼭的北⽅是巴珊地。亚穆克河把基列

⼭和巴珊地分开。巴珊地的北⽅的边界是⿊门⼭。这里的地势是⽕⼭⽯（Basalt)的⾼

原，今天称为⼽兰⾼地。 

得胜亚摩⼒王 

阅读：民21，申2-3 

 

以⾊列⼈已过了撒烈溪，第⼀代的以⾊列男⼈就完全离世（申2：14），正如耶和华所向他们

其誓的⼀样。 

 

亚摩利⼈住在基列和巴珊地。在基列⼭脉的王是希实本城的西宏。在巴珊地的王是噩。耶和华

神把亚摩利⼈在基列和巴珊所有的城市都交在以⾊列⼈的⼿中。 

 

作业： 

1. 在02-03地图上，用红笔在希实本、雅杂、雅谢、以得来打个勾，表示以⾊列的得胜。 

摩押平原 

以⾊列⼈得胜亚摩利⼈后，安营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的什亭（民25：1；民3

3：49）。有⼏件事情发⽣在这里： 

 

1. 先知巴兰尝试咒诅以⾊列⼈（民22-24） 

2. 以⾊列⼈与摩押和米甸⼥⼦⾏淫，敬拜巴⼒毗珥（民25） 

3. 第⼆次数点以⾊列⼈（民26） 

4. 西罗非哈的⼥⼉们因⽗亲没有⼉⼦⽽要求分产业（民27） 



 

41 

 

5. 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个支派要求留在约旦河东（民32） 

尼波⼭ 

虽然摩西在米利巴击打磐⽯得罪了耶和华神，不能带领以⾊列⼈进⼊迦南地。但耶和华有恩

典，允许摩西上尼波⼭观看应许之地（申32：48-52；34：1-8）。摩西死在尼波⼭，被埋葬在

摩亚地，享寿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老。约书亚继续摩西没有完成的⼯作，带领

以⾊列⼈进⼊迦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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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记 

应许之地的范围 

阅读：民34：1-15 

 

民数记记载了应许之地的范围： 

 

1. 南⽅的边界：南角要从寻的旷野，贴著以东的边界；南界要从盐海东头起，绕到亚

克拉滨坡的南边，接连到寻，直通到加低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萨亚达，接连

到押们，从押们转到埃及小河（Wadi El-Arish)，直通到地中海为⽌（民34：3-

5）。注意巴兰的旷野⼀直到以旬迦别不是应许之地。 

2. 西边的边界：西边要以⼤海为界；这就是你们的西界（民34：6）。推罗和西顿是

在应许之地的范围内。这⼀带被称为腓尼基地，因为是航海民族腓尼基⼈居住的地

⽅。以⾊列从来没有占领过腓尼基地。 

3. 北边的边界：北界要从⼤海起，划到何珥⼭，从何珥⼭划到哈马⼝，通到西达达，

又通到西斐仑，直到哈萨以难。这要作你们的北界（民34：7-9）。 

4. 东边的边界：你们要从哈萨以难划到示番为东界。这界要从示番下到亚延东边的利

比拉，又要达到基尼烈湖的东边。这界要下到约但河，通到盐海为⽌。这四围的边

界以内，要作你们的地。」（民34：10-12） 

5. 约旦河东：在耶利哥对面、约但河东、向日出之地 

 

以西结书47：13-23也有记载应许之地的边界。约书亚书13-19章有仔细的记载12个支派的边

界。 

 

作业： 

1. 在03-01的地图上寻找以下的地点，用⿊笔把这些地点连接起来 

2. 南⽅的边界：盐海（死海）南部、寻的旷野、亚克拉滨坡(蝎⼦上升坡）的南边、加

低斯巴尼亚的南边、埃及小河 

3. 西边的边界：从南部埃及小河，沿着地中海，⼀直到今天黎巴嫩境内的推罗和西

顿、卡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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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边的边界：卡必河、哈马⼝、西达达、哈萨以难 

5. 东边的边界：哈萨以难、基尼烈湖（加利利湖）、约旦河、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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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 应许之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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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河 

1. 约旦河的⽔主要是从加利利湖从北到南流到死海 

2. 从加利利湖的南部边界到死海北部边界有105公里，但是因为约旦河是非常弯曲的河，

它总共的长度有210公里 

3. 约旦河是在约旦裂⾕里，源头是⿊门⼭脚，海拔157米⾼。在靠近死海的约旦河却是海

平线负420米 

4. 约旦河两边有树林，被称为在约但河边的丛林（耶12：5） 

5. 约旦河把迦南地和基列地分开，是天然的分界线 

6. 约旦河西是应许之地，河东不是应许之地 

耶利哥城 

1. 耶利哥是在约旦⾕上的绿洲，从约旦河的南部要进⼊迦南地，这是必经的城市 

2. 约旦河在海拔负420米，耶利哥城在海拔负243米，犹⼤的⼭岭却是海拔800米⾼，从耶

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距离是21公里。这条道路被称为“亚都冥坡”（书15：7），在21公

里的距离攀登1000米是不容易的⾏程。有个健康的成⼈需要⾏⾛8小时。今天是以

⾊列的417号公路。 

进⼊迦南的事件 

阅读：书1-8章 

1. 约书亚从什亭打发两个探⼦窥探耶利哥城，得到妓⼥喇合的帮助，逃过耶利哥王的追

杀。喇合之后在主耶稣的家谱出现（太1：5）。 

2. 祭司们抬约柜带领以⾊列⼈过约旦河，脚⼀如⽔，河⽔在32公里以外的亚当城停住，

如出埃及过红海，以⾊列众⼈⾛过⼲地。耶和华吩咐他们作两个12个⽯头的⽯柱作这

件事的见证。⼀个⽯柱放在约旦河里，另⼀个放在吉甲。 

3. 以⾊列⼈在旷野没有受割礼，约书亚就顺服耶和华的吩咐为全部男⼈在吉甲⾏割礼。 

4. 以⾊列⼈在吉甲安营，在正月14日第⼀次在应许之地守逾越节，第⼆日吗哪停⽌，他

们开始吃迦南美地的出产。 

5. 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6. 约书亚带领以⾊列⼈顺服耶和华的吩咐绕城六天，每天⼀次。第七天绕城七次，城墙

倒塌。以⾊列⼈把城里⼀切的⼈和牲畜都用到杀尽，焚烧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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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犹⼤支派的亚⼲去了耶利哥当灭之物，所以耶和华发怒，使以⾊列⼈被艾城的⼈打

败。约书亚发现了，就执⾏审判，用⽯头打死亚⼲。之后耶和华使以⾊列得胜艾城，

以⾊列⼈把艾城烧毁。 

8. 约书亚道路以法莲⼭地，顺服耶和华的话（申27：1-10），在以巴路⼭建祭坛，把摩西

律法书写在⽯头上。在以巴路⼭和基利⼼⼭宣读律法祝福和咒诅的话，并宣读摩西所

吩咐的⼀切话。约书亚进⼊以法莲⼭区的第⼀站，就是亚伯拉罕和雅各进⼊应许之地

的第⼀站。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祂会把应许之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地点。 

 

作业： 

1. 在03-02的地图，用黄⾊荧光笔把以下的城市作记号：什亭、吉甲、耶利哥、亚都冥

坡、洗波音⾕旷野的道路、艾、示剑。用红笔在耶利哥和艾城打钩，表示得胜。用蓝

⾊钢笔把这些地点依序画成⼀条线，这是以⾊列⼈初进⼊迦南的路线。 

2. 用红笔在耶利哥和艾城画⽕的形状，表示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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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 进⼊迦南地地图(主前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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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 占领中部和南⽅地图(主前1406-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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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中⽅和南⽅ 

阅读：书9-10 

1. 基遍⼈用诡计说谎告诉以⾊列⼈他们是远⽅来与以⾊列⼈立约的，结果约书亚带领以

⾊列⼈与基遍⼈立约，不会攻击他们。 

2. 耶路撒冷王亚多尼洗德听见约书亚夺了艾城，尽⾏毁灭、和基遍⼈立约，所以与其他

四位亚摩利王，就是希伯仑王、耶末王、拉吉王、伊矶伦王联盟攻击基遍。以⾊列⼈

终夜从吉甲上去，最可能⾛了“洗波音⾕旷野的道路”，经过密抹、迦巴、然后到了基

遍。 

3. 约书亚在基遍⼤⼤的杀败亚摩利五王，追赶他们，在伯和仑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

亚西加和玛基⼤。他们在以⾊列⼈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仑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

降⼤冰雹（原⽂作⽯头）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

以⾊列⼈用⼑杀死的还多。 

4. 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

在亚雅仑⾕。於是日头停留，月亮⽌住，直等国民向敌⼈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煞

珥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日之久。 

5. 五王逃跑，藏在玛基⼤洞里，结果被约书亚发现，把五王杀了。 

6. 约书亚击杀全地的⼈，就是“⼭地”、“南地”、“⾼原”、“⼭坡”的⼈，和那些地的诸

王，没有留下⼀个。将凡有⽓息的尽⾏杀灭，正如耶和华以⾊列的神所吩咐的。

（书10：40）。约书亚杀尽了城里的⼈，却没有毁灭这些城市，除了耶利哥、艾、

和夏锁。这是成就了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又⼤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

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

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且饱⾜。」（申6：10-11）。 

7. 约书亚打完胜战，就回到吉甲的营中，吉甲是约书亚进⼊迦南的第⼀个的地基。（书1

0：43） 

 

作业： 

1. 在03-03的地图上寻找亚摩利五城，耶路撒冷、希伯仑王、耶末王、拉吉王、伊矶伦

王，用蓝⾊钢笔从这些城市画直线到基遍。 

2. 基⾊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在03-03的地图上寻找基⾊和拉吉，用⿊钢笔画⼀条线

把这两城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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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03-03的地图上寻找玛基⼤、立拿、拉吉、伊矶伦、希伯仑、底璧、迦萨用红笔

打钩表示得胜。注意约书亚没有把耶路撒冷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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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 约书亚占领北⽅地图 

 

占领北⽅ 

阅读：书11章 

1. 迦南地北⽅的诸王的领袖是夏锁王耶宾（书11：1）。夏锁坐落在加利利湖以北的胡拉

⾕，是今天以⾊列所发现最⼤的考古丘，有200英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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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锁王耶宾带领迦南诸王在米伦⽔边的聚集，要与以⾊列⼈对抗。迦南诸王包括：玛

顿王约巴、伸仑王、押煞王、与北⽅⼭地、基尼烈南边的亚拉巴⾼原，并西边多珥⼭

冈的诸王；又去见东⽅和西⽅的迦南⼈，与⼭地的亚摩利⼈、赫⼈、比利洗⼈、耶布

斯⼈，并⿊门⼭根米斯巴地的希未⼈。 

3. 耶和华把迦南⼈交给以⾊列⼈，以⾊列⼈追赶迦南⼈到西顿、米斯利弗玛音，直到东

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个。（书11：8） 

4. 约书亚把夏锁王杀了，⾄於造在⼭冈上的城，除了夏琐以外，以⾊列⼈都没有焚

烧。约书亚只将夏琐焚烧了。（书11：13） 

5. 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地、⼀带南地、歌珊全地、⾼原、亚拉巴、以⾊列的⼭

地，和⼭下的⾼原。从上西珥的哈拉⼭，直到⿊门⼭下利巴嫩平原的巴⼒迦得，并且

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书11：17） 

6. 约书亚把各城亚里的纳族的⼈杀死，没有留下⼀个亚衲族⼈，只在迦萨、迦特，和

亚实突有留下的。（书11：30） 

亚玛拿信 

亚玛拿信s是指在埃及的阿玛尔纳发现的382块以阿卡德语写成的泥板，这些泥板是主前1385-13

55年间（即阿玛尔纳时期）埃及法老与迦南地的诸王之间的信。里面迦南的诸王向埃及法老求

救，因有⼀群称为亚比如（Apiru）的外来⼈来攻击迦南许多的城市。这些泥板的年代和内容

与约书亚记的年代与内容相合。 

 

作业： 

1. 在03-04的地图上寻找伸仑、押煞、亚拉巴、多珥、夏锁、米斯巴，用蓝⾊钢笔划

线，和米伦⽔边连接起来。迦南诸王聚集在这里与以⾊列⼈争战。用红笔打钩表示

得胜。用红笔在夏锁画⽕的形状，表示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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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 12支派分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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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支派分地 

阅读：书13-19 

1. 摩西在约旦河东把河东的地分给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个支派（书13：32）。 

2. 约书亚还有没有得到得地，包括非利⼠⼈的五个城市、西顿⼈到亚弗、⿊门⼭根的巴

⼒迦得直到马哈⼝的地（书13：1-7）。 

3. 约书亚根据以⾊列⼈的支派，拈阄把地吩咐他们。 

4. 约书亚从以⾊列⼈的基地从吉甲搬到示罗，在这里设立帐幕（书18：1），帐幕将会在

这里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5. 约书亚在示罗把地吩咐7个支派。 

 

作业： 

1. 根据约书亚13-19，把以⾊列⼈12支派写在03-05的地图上。 

2. 找出约书亚在示罗分地的7个支派。 

3. 在03-05地图上，用红笔画出摩押⼈和亚摩利⼈的⼟地。 

在示剑立约 

阅读：书23-24 

 

约书亚年老时，把以⾊列⼈聚集在示剑，带领以⾊列⼈与耶和华重新立约。注意示剑的重要

性，这是亚伯拉罕进⼊迦南地的第⼀站，也是雅各回来迦南地的第⼀站。约书亚起初带领以⾊

列⼈进⼊迦南地，就在第⼀时间带领以⾊列⼈在这里宣读律法（书8：30-34）。 

 

约书亚在120岁离世，被埋葬在以法莲⼭地的亭拿西拉，在迦实⼭的北边。（书24：30）。 

 

以⾊列⼈根据约瑟的吩咐，把他的⼫体埋葬在示剑里（创50：24、书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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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记 

阅读：⼠师记 

1. 约书亚用了7年占领应许之地（主前1406-1399） 

2. 约书亚死后，年长的以⾊列⼈还在的时候，以⾊列继续侍奉耶和华（书24：3

1，⼠2：7） 

3. 但是约书亚时代年长的以⾊列⼈后死了之后，下⼀代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

道耶和华为以⾊列⼈所⾏的事。他们就⾏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叩拜别神，就

是四围列国的神（⼠2：11-12） 

4. 耶和华就发怒，把他们交在四周敌⼈的⼿中（⼠2：16） 

5. 在约书亚和扫罗王之间有325年的时间（主前1375-1050 ），被称⼠师的时代。这是时

代的以⾊列⼈的属灵光景起起起伏伏，成为循环，每个循环都是同样的格式，可以归

纳成以下四个阶段： 

1. 敬拜别神 

2.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四周的敌⼈⼿中 

3. 以⾊列⼈呼求耶和华 

4. 耶和华兴起⼠师打败仇敌 

6. 但支派因不能占领沿海⼀代⽽迁移到⿊门⼭脚的拉亿（18章） 

7. 便雅悯内战（19-21章）：以⾊列11支派与便雅悯支派出现内战，因⼀位以法莲的利未

⼈，和他的犹太伯利恒的妾，在会以法莲的路上，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被那里的⼈凌

辱和谋杀。 

8. ⼠师记以以下这句话结束：「那时，以⾊列中没有王，各⼈任意⽽⾏。」（⼠17：6；

21：25）。这是对于那个时代的以⾊列⼈的属灵光景的评语。「以⾊列中没有王」这

句话在⼠师记常出现，意思是以⾊列⼈没有把耶和华神当中他们的王，每⼀个⼈自⼰

认为自⼰是王，各⼈任意⽽⾏。 

9. 在充满争战的⼠师时期，圣经记载了⼀个感⼈的爱情故事，就是波阿斯和路得的故

事。波阿斯是犹⼤支派，伯利恒的⼈；路得是摩押⼥⼦。波阿斯和路得的后裔出现了

⼤卫王。⽽⼤卫王的后裔出现了基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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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要战场 

 

⼠师 主要战场 

俄陀聂 犹⼤的基列西弗 

以笏 耶利哥 

底波拉和巴拉 耶斯列平原 

基甸 哈律泉 

耶弗他 基列 

参孙 撒非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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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1 ⼠师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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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在04-01地图上寻找⼠师的名字，用⿊笔圈起来，这是⼠师记里主要的⼠师和他们活动

的地区。 

2. 在04-01地图上把但和拉亿用红笔圈起来，这是但支派迁移的主要地点。 

3. 在04-01地图上把伯利恒、便雅悯的基比亚、米斯巴、示罗用蓝笔圈起来，这些是以⾊

列11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内战的主要地点。 

4. 在04-01地图上把伯利恒和摩押地用黄⾊荧光笔圈起来 ，这是路得记主要的地点。 

统⼀国度时期 

阅读：撒上1-7章 

撒母耳时期 

1. 耶和华使用撒母耳把以⾊列⼈从⼠师时期转变到国度时期 

2. 撒母耳的⽗母是以法莲的“拉玛”⼈，哈拿去了“示罗”在会幕前向神祈⼦，神回应她的祷

告，她⽣了⼉⼦撒母耳，把⼉⼦奉献给神，在会幕侍奉神。撒母耳长⼤后成为以⾊列

⼈的领袖后，以他的家乡“拉玛”为基地。 

3. 以⾊列⼈与菲利斯⼈在“亚弗”和“以便以谢”安营争战，以⾊列⼈把约柜拿到战场，但结

果打败仗，⼤祭司以利的两个败坏的⼉⼦就战死沙场。示罗也被毁灭，现在的示罗考

古有发现在主前1100年被毁灭的痕迹。 

4. 结果约柜被非利⼠⼈搬到其他城，每到⼀个城，耶和华就使灾难临到那城。非利⼠⼈

最后把约柜送回给以⾊列⼈。这是是约柜从示罗到耶路撒冷的⾏踪：示罗、亚弗、亚

实突、迦特、以⾰伦、伯示麦、基列以琳⼭上亚比拿达的家里20年，以⾊列全家都

倾向耶和华。之后⼤卫把约柜搬到俄别以东的家、最后到耶路撒冷。 

5. 撒母耳住在拉玛，每年在便雅悯的伯特利、吉甲、米斯巴⼀代巡⾏（撒上7：15-1

7）。 

6. 撒母耳死后被埋葬在他的家乡拉玛（撒上25：1）。 

 

作业： 

1. 在05-01地图上，用红笔把拉玛和示罗连接，这是撒母耳的⽗母去示罗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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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05-01地图上，用⿊笔把示罗、亚弗、亚实突、迦特、以⾰伦、伯示麦、基列以琳

俄别以东的家和耶路撒冷用红笔依序连接起来，这是约柜从示罗到耶路撒冷的⾏踪 

3. 在05-01地图上，用蓝笔依序把拉玛、伯特利、吉甲、米斯巴间接起来，这是撒母 

耳每年巡⾏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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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1地图 撒母耳和扫罗⾏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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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时期 

阅读：撒上8-31章 

1. 以⾊列要向列国⼀样，立⼀个王统治他们。耶和华的律法有作王的律列，但王不是独

立作王，⽽是依靠耶和华作王（申17：14-20）。以⾊列却是⽽是厌烦耶和华，不要耶

和华作他们的王（撒上8：7）。 

2. 撒母耳在“玛拉”私下膏摸便雅悯⼈扫罗作王（撒上10：1），然后在“米斯巴”公开以抽

签的⽅式公布扫罗作以⾊列第⼀任的王（撒上10：17-27）。 

3. 扫罗两次不顺服耶和华的话，结果耶和华就启示要兴起另⼀个王。 

a. 有⼀次是扫罗与非利⼠⼈争战。他在吉甲等待撒母耳七日，撒母耳都还没有出

现，所以扫罗就自⼰献燔祭（撒上13）。 

b. 第⼆次是扫罗打胜亚玛⼒⼈，却没有杀亚玛利⼈的王，亚甲和牲畜（撒上1

5）。 

i. 「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於献

祭；顺从胜於公⽺的脂油。」（撒上15：22） 

4. 耶和华吩咐撒母耳去“伯利恒”膏耶西的小⼉⼦⼤卫作王（撒上16）。 

5. 扫罗在耶斯列平原与非利⼠⼈争战，他安营在“基利波⼭”，因惧怕非利⼠⼈，就去“隐

多珥”找有⼀个交鬼的妇⼈问神（撒上28：7）。 

6. 结果扫罗和他的⼉⼦们，包括约拿单战死在基利波⼭，非利⼠⼈把他们的首级割下，

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录庙里，将他的⼫身钉在伯珊的城墙上。基列雅比的居民

听见非利⼠⼈向扫罗所⾏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就起身，⾛了⼀夜，将扫罗和他⼉

⼦的⼫身从伯珊城墙上取下来，送到雅比那里，用⽕烧了。（撒上31） 

作业： 

1. 在05-01地图上，在拉玛和米斯巴用黄荧光笔比作记号，这是扫罗被膏和公开作王

的地点。 

2. 在05-01地图上，在隐多珥、基利波⼭、和伯珊城用黄荧光笔比作记号，这是扫罗问

交鬼的⼥⼈，战死沙场和⼫体被挂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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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2地图 ⼤卫王的⾏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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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时期 

 

阅读：撒上16章-撒下24章 

 

1. ⼤卫是波阿斯的曾孙，⽣在犹⼤“伯利恒”。⼤卫是弥赛亚的祖先，基督也是⽣在伯利

恒。 

2. ⼤卫年轻时，可能是⼗多岁的青年⼈，被从拉玛来的撒母耳所膏为以⾊列的王（撒上1

6）。 

3. ⼤卫在以拉⾕用⼀块⽯头打胜迦特的非利⼠⼈歌利亚（撒上17：49），以⾊列⼈把非

利⼠⼈追杀到迦得和以⾰伦，⼤卫把歌利亚的头拿到耶路撒冷，把祂军装放在伯利恒

的家里（撒上17：54）。 

4. 因耶和华要立⼤卫代替扫罗作王，扫罗就开始逼迫和追杀⼤卫。⼤卫被扫罗追杀的事

件很多，以下是⼏件有代表性的： 

a. ⼤卫向在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要饼吃（撒上21：2） 

b. ⼤卫把⽗母安顿在摩押地（撒上22：3） 

c. ⼤卫逃到⼭寨，希伯来⽂马萨⼤（撒上22：4） 

d. ⼤卫逃到隐基底的⼭洞里，⼤卫有机会杀扫罗却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

没有下⼿（撒上23：6） 

e. ⼤卫投奔迦特王亚吉，亚吉把洗⾰拉城赐给⼤卫 

5. ⼤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半，扫罗的⼉⼦伊施波设在玛哈念作王（撒下2：8-11）。

⼤卫的将军约押为弟弟报仇把在希伯伦伊施波设的将军押尼珥杀了（撒下3：3

0）。 

6. 以⾊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膏⼤卫作全以⾊列的王，⼤卫就把首都从希伯伦搬到耶路

撒冷。⼤卫利用耶路撒冷的⽔沟把城击破。（撒下5：1-10）。 

7. ⼤卫想到耶和华的同在，所以就安排把约柜从基列以琳的亚比拿达家里搬到耶路撒

冷。但因没有根据耶和华的话搬运约柜，结果把约柜凡在⼀个迦特⼈俄别以东的家

里三个月。然后才把约柜搬上耶路撒冷（撒下6章），安放在⼤卫所搭的帐篷里

（代上16：1）。这时耶和华的会幕却在基遍（代上16：40），在所罗门的时代会

幕还在基遍（代下1：3），直到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把会幕代替为⽌。 

8. ⼤卫想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圣殿。结果耶和华与⼤卫立约，应许他的后裔将会建

造圣殿，和⼤卫的国度将在耶和华面前永远坚立（撒下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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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卫的⼉⼦押沙龙其余夺取王位，⼤卫叫从橄榄⼭逃跑，过约但河直到河东的玛哈

念（撒下15-17章）。 

10. 经历了押沙龙和便雅悯⼈示把（撒下20章）的背板后，⼤卫就数点全国百姓的数

目。耶和华不喜悦这件事，就给⼤卫选择三个灾祸。⼤卫选择三日的瘟疫。⼤卫为

了向百姓代求，就买了耶布斯⼈亚劳拿的⽲场，献燔祭和平安祭给耶和华。耶和华

就停⽌了瘟疫（撒下24章）。 

作业： 

1. 在05-02地图上，寻找伯利恒、以拉⾕、耶路撒冷，用蓝笔把这些城连接起来，这

是⼤卫打歌利亚的路线。 

2. 在05-02地图上，寻找⼤卫逃避扫罗去过的地点，黄⾊荧光笔作记号。 

3. 在05-02地图上，在希伯伦和耶路撒冷两次用红笔圈起来，这是⼤卫的京城。 

所罗门 

阅读：王上5-8章，王下9章，25章；代下36章 

1. 所罗门完成⽗亲⼤卫的⼼愿，在摩利亚⼭建造圣殿（王上5-7章）。圣殿建造完成后，

约柜被安放在里面，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圣殿（王上8：1-13）。 

2. 所罗门在夏琐、米吉多，并基⾊，三个在沿海⼤道的城市坚固城墙。考古学家已经发

掘这三个城市的城门与其他的城市不⼀样。通常迦南⼈见得城墙的门旁有两对房间。

夏琐、米吉多，并基⾊却又三对房间（王下9：15）。 

南北两国时期 

阅读：王上11-12；代下11-12 

南国罗波安时期 

1. 所罗门在主前931年离世后，以⾊列就分成南北两国。南国被称为犹⼤，首都是耶路撒

冷。北国被称为以⾊列或者以法莲，之后也被称为“撒玛利亚”。 

2. 以⾊列分成两国的原因，是因为所罗门王离弃耶和华，敬拜周围列国的偶像。耶和华

使用所罗门王的臣仆“耶罗波安”，把以⾊列⼗个支派交给他。 

a.  「对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片。耶和华以⾊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

国从所罗门⼿里夺回，将⼗个支派赐给你。（我因仆⼈⼤卫和我在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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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个支派。）因为他

离弃我，敬拜西顿⼈的⼥神亚斯他录、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的神米勒

公，没有遵从我的道，⾏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亲

⼤卫⼀样。」（王上11：31-33） 

3. 所以所罗门王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逃到“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才回到

迦南地。（王上11：40）。 

4. 所罗门王死后，他和亚们⼥⼦⽣的的⼉⼦罗波安在“示剑”被全以⾊列⼈立他作王。

但因罗波安听了朋友的主意，加重以⾊列⼈的税，所以被从埃及回来耶罗波安带着

10个支派脱落犹⼤，独立成为北国以⾊列（王上12：1-16）。罗波安就从示剑逃到

“耶路撒冷”，作南国犹太的王。 

5. 以⾊列全国的祭司、利未⼈、和立定⼼意寻求耶和华神的以⾊列⼈，都从四⽅来归

罗波安王。这些投靠南国的以⾊列⼈使罗波安王强盛三年，因他们遵⾏⼤卫和所罗

门的道（代下11：16-17）。 

6. 但是当罗波安强盛的时候，就带领以⾊列⼈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代下12：1）。耶

和华因此使用埃及法老“示撒”攻击犹⼤地。罗波安和众首领被管教就悔改，消了耶

和华神的怒⽓，但却要他们作“示撒”的仆⼈，好叫他们知道，服事耶和华与服事外

邦⼈有何分别（代下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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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1地图 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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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 

1. 耶罗波安在示剑作王，也在约旦河东的“毗努伊勒”，作河东的总部（王上12：2

5）。之后耶罗波安把北国首都从“示剑”搬去“得撒”（王上14：17；15：21；15：3

3）。之后以⾊列王暗利用两个他连得银⼦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上，把首都搬

到”’“撒玛利亚”。⼀直到以⾊列亡国为⽌。所以北国也称为“撒玛利亚”。 

2. 耶罗波安他为了防⽌以⾊列⼈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就在⿊门⼭下的“但”和离耶

路撒冷北⽅30公里的“伯特利”建造圣殿和⾦⽜犊，将不是利未⼈的⼈立为祭司，私

自定节期献祭给⾦⽜犊（王上12：25-33；13：33）。 

3. 南北两国时好时坏，有时甚⾄与外邦联盟攻击对⽅。 

4. 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占领，北国的年代总共有210年；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占

领，南国的年代总共有345年。他们灭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不专⼼的信靠耶

和华神。根据耶和华与以⾊列⼈所立的西奈⼭的约，耶和华就使用外邦王毁灭南北两

国，把他们掳去外邦，使他们不再居住在应许之地。（王下25章；代下36章） 

5. 北国的最后⼀任王是“何细亚”，北国的以⾊列⼈被掳去： 

a. 「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列⼈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

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并玛代⼈的城⾢。」（王下17：6） 

b. 「故此，以⾊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拉毗尼⾊的⼼，他们就把流

便⼈、迦得⼈、玛拿西半支派的⼈掳到哈腊、哈博、哈拉与歌散河边，直到今

日还在那里。」（代上5：26） 

6. “亚述”也把外邦⼈迁移到“撒玛利亚“： 

a.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迁移⼈来，安置在撒玛利

亚的城⾢，代替以⾊列⼈；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王下17：2

4） 

作业： 

1. 在06-01地图，用蓝笔把“示剑”、“得撒”和“撒玛利亚”圈起来，这些城曾经是北国的首

都。也用蓝笔把“毗努伊勒”圈起来，这是以⾊列北国河东的总部。 

2. 在06-01地图，用红笔把“但”和“伯特利”圈起来，这是以⾊列⼈拜⾦⽜犊的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