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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約書亞在以下方面豫表基督： 

貳  『你一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

下你，也不丟棄你。你當剛強壯膽，因爲你必使這

百姓承受那地爲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要賜給

他們的。只要剛強，大大壯膽，照我僕人摩西所吩

咐你的一切律法，謹守遵行，不偏離左右，使你無

論往那裏去，都可以順利』—書一 5 ～ 7： 

叁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默想，好使

你照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謹守遵行。如此，你的道

路就可以亨通，你也必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

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爲

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書

一 8～9： 

週一  8/30                                                          *禱讀 

約書亞記 14:1-2 

1 以下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產業，就是祭司以利

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人各支派宗族的首領

所分給他們的； 

2 乃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把產業拈鬮分給九個

半支派。 

約書亞記 1:1-2(只讀) 

1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對摩西的幫手，

嫩的兒子約書亞說， 

2 我的僕人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

但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 

歌羅西書 1:12; 2:6 

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

分；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腓立比書 3:8, 12-15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贏得基督，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或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

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穌所以取得我的。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向上

去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凡是長成的人，都要思念這事；你們若思念 

任何別的事，神也必將這事啟示你們。 

啟示錄 3:12 

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

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

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

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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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一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四篇- 

神在時間裏的歷史（三）（創一 1 ～啓

二十 15）拯救人脫離墮落 ; 綱要 

週二  8/31 

希伯來書 2:10 

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

的兒子進榮耀裡去，就藉著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

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希伯來書 4:8,11 

8 若是約書亞已經使他們得了安息，此後神就不會提起

別的日子了。 

11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隨著那不信

從的樣子跌倒了。 

帖撒羅尼迦前書 2:12 

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

和榮耀的神。 

加拉太書 5:24 

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

慾，都釘了十字架。 

羅馬書 8:13 

13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那靈

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 

腓立比書 1:19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

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羅馬書 8:2 

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

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馬太福音 11:28-30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們得安

息。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

學，你們魂裡就必得安息； 

30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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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二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四篇- 

對付人的墮落▪ 其引進▪ 其性質 

週三  9/01 

希伯來書 12:2 

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羅馬書 10:17 

17 可見信是由於聽，聽是藉著基督的話。 

希伯來書 4:2 

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

的話與他們無益，因為這話在聽見的人裡面，沒有與信

心調和。 

加拉太書 2:20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

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

我，為我捨了自己。 

彼得後書 1:1 

1 耶穌基督的奴僕和使徒西門彼得，寫信給那些因我們

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與我們分得同樣寶貴之信

的人： 

羅馬書 8:1 

1 如此，現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沒有定罪了。 

哥林多前書 1:9 

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約翰壹書 1:9 

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哥林多前書 16:13 

13 你們要儆醒，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要作大丈夫，要剛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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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三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四篇- 

其結果-1 撒但進到人裏面，成爲人內住

的罪;2 罪進到人類裏面;3 罪把死帶給人

類;4 罪把虛空和敗壞的奴役帶給一切受

造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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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9/02 

約書亞記 1:5-7 

5 你一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

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

不丟棄你。 

6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

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要賜給他們的。 

7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照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

律法，謹守遵行，不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裡去，都

可以順利。 

腓立比書 1:20 

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

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

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希伯來書 2:14-15 

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

體，為要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 

提摩太後書 1:6-7 

6 為這緣故，我提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面神的

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

並清明自守的靈。 

歌羅西書 1:10 

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工

上結果子，藉著認識神而長大， 

希伯來書 11:6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

人，必須信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 

羅馬書 12:11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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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四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四篇- 

5 人的魂敗壞了，體變質了，靈也死了; 

6 人企圖遮蓋自己，躲避神; 

7 神不容人喫生命樹;8 神把人趕出伊甸

園，並把生命樹的道路向人封閉 

週五  9/03 

約書亞記 1:8-9 

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默想，好使你照 

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謹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 

亨通，你也必凡事順利。 

9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

在。 

詩篇 119:9-11 

9 少年人用甚麼使他的行徑純潔呢？是要遵行你的話。 

10 我全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誡命。11 我

將你的話珍藏在心裡，免得我得罪你。 

約翰福音 14:23-24,26 

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

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同他安排住處。 

24 那不愛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見的話不是

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 

26 但保惠師，就是父在我的名裡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

將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

的一切話。 

歌羅西書 3:16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們裡

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

恩感歌頌神； 

詩篇 119:15-16 

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16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不忘記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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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五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四篇- 

貳、拯救人脫離墮落（第 1-6 段） 

週六  9/04 

詩篇 119:48,147-148,49-50 

48 我要向你的誡命舉手，這些誡命是我所愛的；我也要

默想你的律例。 

147 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語。 

148 我趁夜更未換，將眼睜開，為要默想你的話語。 

49 求你記念向你僕人所說的話，你曾使我在這話中有盼

望。 

50 這是我在患難中的安慰，因為你的話將我救活。 

詩篇 130:5-6 

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魂等候，我也仰望祂的話。 

6 我的魂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

候天亮。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 

；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

的人。 

詩篇 27:4 

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

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裡求

問。 

腓立比書 3:8,14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贏得基督， 

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向上

去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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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週六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四篇- 

貳、拯救人脫離墮落（第 7-16 段） 

詩  歌 大本詩歌 568 首 

主日  9/05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以弗所書 1:3-14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

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4 就

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

愛裡，在祂面前，成為聖別、沒有瑕疵；5 按著祂意願

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歸於祂自己，6 使祂恩典的榮耀得著稱讚，這恩典是祂

在那蒙愛者裡面所恩賜我們的；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裡

面，藉著祂的血，照著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贖，就是

過犯得以赦免，8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

其向我們洋溢的，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

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裡面豫先定下的， 

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

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裡歸一於一個元首之

下；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

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裡面成了所選

定的基業，12 以致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

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

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裡面信了，就在祂裡面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

為使神所買的產業得贖，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參讀：約書亞記生命讀經 第 1,2,6 篇;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第 46-48,56-57 篇;  

希伯來生命讀經 第 25 篇；初信課程，第 24 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