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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舊約裏有一套豫表；新約裏有那套關於神經綸

之豫表的全部應驗—林前十 3 ～ 4，1，11。 

貳 約書亞記是一卷有深奧豫表的書—一 13，二

18，三 3，10 ～ 11，五 12，六 6。 

叁 約書亞記這卷書的內在意義是取得那地—一

2，6，五 12。 

肆 我們要領會以色列人進迦南和在迦南爭戰的意

義，就需要認識，按豫表迦南有兩面的意義—

西一 12，弗一 3，二 2，六 12： 

伍 我們若要據有美地，以成就神的定旨，就必須

從事屬靈的爭戰，擊敗撒但的勢力—書六 21： 

陸 我們要從事屬靈的爭戰，就需要看見那揭 

   示基督是耶和華軍隊之元帥的異象—書五 

13 ～ 14： 

柒 我們需要認識以色列人在第一次爭戰中能   以

得勝的極重要因素—書六 1 ～ 20： 

捌 一個獨特的原則乃是：屬靈的得勝不是靠着爭

戰，乃是靠着讚美—代下二十 20 ～ 22： 

週一  9/06                                               *禱讀 

以弗所書 1:3; 2: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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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

諸天界裡， 

羅馬書 6:3-6,8,11 

3 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

麼？ 

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

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

祂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 

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

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8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就信也必與祂同活， 

11 這樣，你們在基督耶穌裡，向罪也當算自己是死 

的，向神卻當算自己是活的。 

歌羅西書 1:12-13 

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

的分； 

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

子的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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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週一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神

在時間裏的歷史（四）在祂聖民（從亞

伯到挪亞）身上的工作並對世界（從該

隱到巴別）的審判 

週二  9/07 

申命記 8:7-10 

7 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川，有

泉，有源，從谷中和山上流出水來； 

8 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

樹；那地有出油的橄欖樹，有蜜。 

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

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10 你喫得飽足，就要頌讚耶和華你的神，因祂將那

美地賜給你了。 

創世記 1:9-10,13 

9 神說，天以下的水要聚在一處，使旱地露出來；

事就這樣成了。 

10 神稱旱地為地，稱水的聚處為海；神看是好的。 

13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約翰福音 12:24-25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

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25 愛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喪失魂生命；在這世上恨

惡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歸入永遠的生

命。 

哥林多前書 15:20 

20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已經從

死人中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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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週二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壹、在祂的聖民（從亞伯到挪亞）身上, 

一、神在拯救亞當之後，繼續在一些亞

當子孫身上作工； 1、神看中了亞伯和他

的供物 

週三  9/08 

以弗所書 3:8; 6:14-15; 2:7-8 

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

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

人， 

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

甲， 

6: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2:7 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裡，

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2:8 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藉著信；這並不是出於

你們，乃是神的恩賜； 

使徒行傳 26:18 

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

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我，得

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以弗所書 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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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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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週三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 

2、神立了塞特代替亞伯, 3、神使以挪士

開始呼求祂的名 

週四  9/09 

以弗所書 6:10-12 

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

得著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 

鬼的詭計， 

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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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

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馬太福音 6:9-10; 12:28-29 

6:9 所以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諸天之上的父，

願你的名被尊為聖， 

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在天上。 

12:28 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

們了。 

12:29 人怎能進壯者家裡，搶奪他的家具？除非先

捆綁那壯者，纔能洗劫他的家。 

提摩太前書 6:12 

12 你要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遠的生命；你

已蒙召進入這永遠的生命，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作了美好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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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週四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 

4、神藉著以諾給兒子起名叫瑪土撒拉

5、 神得著以諾與祂同行三百年，並在

洪水以前把以諾從地上取去 

週五  9/10 

約書亞記 5:13-15 

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看哪，有

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

那裡，對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還是幫助我們的

敵人？ 

14 祂說，都不是，我現在來，是作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約書亞就面伏於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告

訴僕人？ 

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

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

了。 

羅馬書 12:12 

12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要

堅定持續， 

腓立比書 4:6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

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歌羅西書 4:2 

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啟示錄 17:14; 19:13-14,16 

17:14 他們要與羔羊爭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

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就是蒙

召被選忠信的人，也必得勝。 

19:13 祂穿著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的話。 

19: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

白又潔，跟隨著祂。 

19:16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著：萬王之

王，萬主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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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 

6、神得著挪亞與祂同行並豫備方舟，使

挪亞和他全家,藉洪水得救，脫離那敗壞

的世代 ; 7、神喜悅挪亞燔祭的馨香之

氣，; 8、神藉著挪亞豫言關於他的三個

兒子： 

週六  9/11 

約書亞記 6:5 

5 他們吹羊角的聲音拖長，你們聽見號聲時，眾百

姓要大聲呼喊，城牆就必塌陷，百姓個個都要往前

直上。 

歷代志下 20:21-22 

21 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一些人，穿著聖別

的禮服走在軍前，向耶和華歌唱，稱謝說，當稱謝

耶和華，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22 眾人一開始歡呼歌唱讚美，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

那來攻擊猶大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

他們就被打敗了。 

約書亞記 6:1-4,6,10,20-21 

1 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緊，無人出

入。2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

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3 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六

日都要這樣行。4 七個祭司要拿著七個羊角號走在

約櫃前。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七次，祭司也要吹

號。6 嫩的兒子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對他們說，你

們抬起約櫃，要有七個祭司拿著七個羊角號走在耶

和華的約櫃前；10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不可呼

喊，不可出聲，連一句話也不可出你們的口，等到

我叫你們呼喊的日子，那時纔可以呼喊。20 於是百

姓呼喊，祭司也吹號。百姓聽見號聲，便大聲呼

喊，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進城，個個往前直

上，將城奪取。21 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

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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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641 首 

主日  9/12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提摩太後書 2:3-4 

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4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入

伍的人喜悅。 

詩篇 22:3,22; 34:1; 40:3; 42:5 

22:3 但你是聖別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22:2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會中我要讚

美你。34:1 我要時時頌讚耶和華；讚美祂的話必常

在我口中。40:3 祂賜新歌在我口中，就是對我們神

的讚美。許多人必看見而懼怕，並要倚靠耶和華。 

42:5 我的魂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因祂的臉是我的救恩，我還要讚美

祂。 

歌羅西書 1:18 

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

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希伯來書 11:30; 13:15 

11:30 因著信，耶利哥的城牆被圍繞七日，就倒塌

了。13:15 所以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向神獻上

讚美的祭，這就是承認主名之嘴唇的果子。 

參讀：生命讀經約書亞記第 1,3,5,6 篇; 

出埃及記第 153 篇; 民數記第 2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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