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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蘇厄（
若蘇厄（一）
1.

書名及其人
書名及其人
1.1 名稱

[;vuAhw>: 希伯來原文 (Joshuah：意指『雅威（上主）是拯救（者）』。
希臘譯本稱為「納外之子耶穌」
，即希臘化的農的兒子若蘇厄。
1.2 若蘇厄
a 農的兒子，原名曷舍亞（Hoshea）
，梅瑟為他起名為若蘇厄 （戶 13:16）
。
b. 團體或弟子：並不清楚（編者約於主前五世紀中將口傳及筆錄編輯成書）
。

2. 作者及
作者及成書時
成書時間
2.1 作者 : 不詳
佔領客納罕地的時代，據一般學者和考古學者的意見，當在紀主前十三世紀末
期。至於本書的作者為誰，則不得而知。但可斷言的，即本書的取材是採自民
間的古老傳說，極可能有一部分是若蘇厄留下的一些紀錄。這些紀錄無疑是作
者所盡量採用的史料。
2.2 成書時間
約於主前五世紀中
3. 經文的特點
3.1 地位：
地位：
i. 與梅瑟五書合稱為『六書』
（Hexateuch）
ii. 與民、撒上下、列上下合稱為『前先知書』
（Former Prophetical Books）
iii. 與民、撒上下、列上下合稱為『申命紀歷史書』
（Deuteronomistic Historical
Books）
3.2 原文：
原文：
i. 傳統經卷（Masoretic Text）
：希伯來文，約主曆九世紀。
ii. 谷木蘭經卷（4QJosa）：希伯來文，約主前三至一世紀。與希臘文的七十
賢士譯本（LXX）相同。

4. 歷史背景
4.1 古巴比倫的興衰：
古巴比倫的興衰：約主前 2000-1100 年
a. 古王朝：約主前 3500 年，原居於巴比倫地區的是叔默爾人（Sumerians）
，
後約在主前 2500 年為北方的阿加得人（Akkadians）入侵，接著在主前
、亞述（Assyria）和巴
2000 年則有阿摩黎人入侵，並先後建立國瑪黎（Mari）
比倫（Babylon）三國。穌慕阿步（Sumu-abu）約在主前 1894 年稱王，建
立了巴比倫國的古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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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王朝最負盛名的國王是哈慕辣彼（Hammurabi，主前 1792-1750 年）
，

他勵精圖治，先後擊敗了拉爾撒（Larsa）
、厄士奴納（Eshnunna）和亞述等
國，並制定了著名的法典，世稱哈慕辣彼法典，梅瑟五書中提及的法律，與
這法典有很多相同的法律條文和觀念。但他以後的繼承人卻未能保持國家的興
盛，而於主前 1530 年被 入侵的赫特人所滅，以後一直附屬於其他國家和
民族，如亞述和阿蘭人等， 約到主前第七世紀才重新興起。
4.2 赫特王國的興起及覆亡
a 約於主前 3000 年末期，在阿拿托里亞（Anatolia）
，即現時土耳其境內
的哈里斯河（Halys）附近赫特（Heth）地方，聚居了一個民族，被稱為赫特
。
但這名稱後來被入侵的印歐（Indo-european）語系的民族所取
人（Hittites）
用，並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
b 赫特王國在哈突息耳一世（Hattusil I）和慕爾息里斯一世（Mursilis I）
為王的時候，前者佔領了敘利亞，後者則征服了巴比倫。但後來米塔尼
（Mitani）王國的誕生，削弱了赫特人的勢力。
c. 直至主前 1380 年，蘇丕路里烏瑪（Suppiluiuma）登極為王後，不但收
服失去的土地，並且擴大了範圍，建立了赫特帝國，而與埃及交惡。約
在主前 1297 年，其子慕瓦培里（Muwatalli）繼位後，與埃及法郎辣默
色斯二世於卡德士（Kades）交戰，雖然辣默色斯二世在魯克索爾（Luxor）
的碑文上，渲染了自己的勝利， 但史學家經考據赫特人的記載後，認為
這次戰爭的勝利者應是赫特人。後來二國通婚後，彼此相安無事，但赫
特王國卻在主前 1200 年被人征服吞併。
4.3 客納罕（
）
：
客納罕（Canaan）
a 即現時的巴勒斯坦，是歷史上各強權的溝通橋樑和爭奪的對象。這地方
文化複雜，人種也多，在主前十三世紀時，沒有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政
權。
b 客納罕人（Canaanites）是指住在此地區的人，而居於客納罕地，與客納
罕人一起的還有五個主要的民族：赫特人、阿摩黎人、培黎齊人
（Perizzites）
、希威人（Hivites）
、耶步斯人（Jebusites）等。而培肋舍特人
（Philistines）則是在主前十一世紀左右，從加非托爾海島（Caphtor）
來到客納罕地區定居的。

5. 主題與內容
5.1 主題
證明天主怎樣實踐了祂給聖祖們的許諾 ，以奇蹟異事，使若蘇厄戰勝了客納
罕地各民族，佔領了他們的土地，並為十二支派劃分了土地。如此，若
蘇厄便完成了梅瑟所留給他的兩項使命：佔領許地，劃分福地。
5.2 內容
分為兩大段：第一段記述如何佔領許地（1-12章）； 第二段記述如何劃分許
地（13-22章）。最後兩章（23-24章）記述若蘇厄的最後勸言：人民應如何效
忠及服從上主的盟約。最後以若蘇厄和亞郎的兒子厄肋阿匝爾逝世作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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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構大綱
一

序言（
）
序言（1:1-18）
A. 委任若蘇厄（1:1-9）
B. 若蘇厄向百性下命令（1:10-11）
C. 對約但河以東支派的指示（1:12-18）

二

攻佔應許之地（
）
攻佔應許之地（2:1-12:24）
A. 辣哈布與偵探（2:1-24）
B. 過約但河（3:1-5:1）
C. 在基耳加耳的儀式（5:2-12）
D. 毀滅耶里哥（5:13-6:27）
E. 毀滅哈依（7:1-8:29）
F. 在厄巴耳山上建祭壇和宣讀法律（8:30-35）
G. 當地眾王的反應（9:1-2）
H. 與基貝紅人立約（9:3-27）
I. 南部的戰役（10:1-43）
J. 擊敗北部眾王（11:1-15）
K. 戰役後的總結（11:16-12:24）

三

劃分應許之地（
）
劃分應許之地（13:1-21:45）
A. 前言（13:1-7）
B. 約但河以東（13:8-33）
C. 約但河以西（14:1-19:48）
D. 結語（19:49-51）
E. 為避難的城市（20:1-9）
F. 肋未人的城市（21:1-42）
G. 上主許諾的實現（21:43-45）

四

約但河以東的支派（
）
約但河以東的支派（22:1-34）
A. 若蘇厄遣回約但河以東的支派（22:1-9）
B. 建造祭壇的爭論（22:10-34）

五

若蘇厄的晚年（
）
若蘇厄的晚年（23:1-24:31）
A. 對以色列人的勸勉（23:1-16）
B. 於舍根立約（24:1-28）
C. 若蘇厄的逝世（24:29-31）

六

後記：
）
後記：遷葬若瑟遺體與厄肋阿匝爾之死（
遷葬若瑟遺體與厄肋阿匝爾之死（24: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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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書的描述
7.1 天主
a.

與人同在的天主（蘇1:9.17，3:7）
，藉約櫃臨在於人中間。

b. 既許必踐的天主（蘇1:10-15，22:4）
。
c. 大能的天主（蘇3:5，22:22，24:5）
。
d.

永生的天主（蘇3:10）
。

e. 大地的主宰（蘇3:13）
。
f.

強有力者（蘇4:24）
。

g. 作戰的天主（蘇5:13-15，8:18，10:8，11:6）
。
h.

真天主（蘇22:34）
。

i.

唯一的天主（蘇24:14）
。

j.

神聖的天主（蘇24:19）
。

k.

忌邪的天主（蘇24:19）
。

7.2 默西亞：
默西亞： 若蘇厄本人為默西亞的預象
a 拯救者：若蘇厄名字（Joshuah>)：原意為『雅威是拯救』。
b.

上主的僕人和先知：繼承梅瑟的職務，應驗上主對梅瑟的話 （蘇1:5，3:7.14；
申8:15.18）
。

7.3 選民
a 雅各伯的子孫：以色列子民（蘇1:2，3:1.9）
b 受割損禮：亞巴郎的子孫（蘇5:2-9）
。
c 與天主立約的民族（蘇24:1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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