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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約書亞三章一節至四章二十四節記載以色列人

過約但河： 

貳  從約但河中取十二塊石頭，另把十二塊石頭立

在約但河中—書四 3～9： 

叁   抬見證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上站定，直

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書三 8，13～15，17，

四 10～11，15～18： 

肆   以色列人雖然受了管教、訓練，並且合格，但

在過約但河以後，他們在攻擊前仍需要進一步

的豫備—書五 1～10： 

週一  9/13                                               *禱讀 

約書亞記 3:6 

6 約書亞又對祭司說，你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

過去。於是他們抬起約櫃，在百姓前頭走。 

羅馬書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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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 2:23-24 

23 祂既按著神的定議先見被交給人，你們就藉著

不法之人的手，把祂釘在十字架上殺了。24 神卻

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為祂不能被死拘

禁。 

羅馬書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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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7 

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舊事已

過，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以弗所書 4:22-24 

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

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

裡得以更新，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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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一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二 以上都是神在呼召亞伯拉罕之前作 

的工作  貳 對世界（從該隱到巴別）的 

審判  一 神審判走撒但死亡之路的亞當 

其餘子孫  1 神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2 神審判該隱，使他成為在地上逃亡飄 

蕩的人，發明了人類無神的文化 

週二  9/14 

約書亞記 4:3,9 

3 吩咐他們說，你們從這裡，從約但河中，祭司的

腳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塊石頭帶過去，放在你們今

夜要住宿的地方。9 約書亞另把十二塊石頭立在約

但河中，在抬約櫃的祭司腳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

那些石頭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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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2:7,12 

7 在祂裡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著你們所

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著感謝，就要

在祂裡面行事為人。12 在受浸中與祂一同埋葬，

也在受浸中，藉著那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之神所運行

的信心，與祂一同復活。 

約翰福音 3:6,15 

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以弗所書 2:5-6 

5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

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著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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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 

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

靈卻因義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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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二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五篇- 

3 神用洪水審判那由成了肉體之人所組成敗

壞的世界，以了結該隱的時代;4 神在巴別

審判那棄絕祂並與撒但聯結為一的世界，以

了結亞當的族類 

 二 神對世界的審判很強的證明，神所造卻

背叛的世界仍然在神主宰的管轄之下 

週三  9/15 

約書亞記 4:10 

10 抬約櫃的祭司站在約但河中，直到耶和華吩咐

約書亞告訴百姓的事辦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約書

亞的一切話。於是百姓急速過去了。 

約翰福音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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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記 4:11; 2:19 

4:11 眾百姓盡都過了河，耶和華的約櫃和祭司就在

百姓面前過去。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

我三日內要將它建立起來。 

馬太福音 7:13-14; 16:25 

7:13 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毀壞的，那門寬，那

路闊，進去的人也多；7:14 引到生命的，那門窄，

那路狹，找著的人也少。 

16:2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

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 

哥林多前書 1:18 

18 因為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為愚拙，

對我們正在得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 

羅馬書 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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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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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三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六篇 - 

神在時間裡的歷史（創一 1～啟二十 15） 

（五）在祂選民（從亞伯拉罕到約瑟） 

身上的工作（一）在亞伯拉罕身上作工並審

判所多瑪和蛾摩拉(1-5 段) 

週四  9/16 

約翰福音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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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將它

建立起來。 

哥林多前書 15:36 

36 愚昧的人，你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 

哥林多後書 4:10; 1:8-10; 3:4-6 

4: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

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1:8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

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就是我們被壓太重，力不能

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1:9 自己裡面也斷

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

復活的神；1:10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並

且仍要救我們，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 

3:4 我們藉著基督，對神有這樣的深信。3:5 並不是

我們憑自己彀資格將甚麼估計作像是出於我們自己

的；我們之所以彀資格，乃是出於神；3:6 祂使我

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

乃是屬於靈，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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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四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六篇 - 

壹 在亞伯拉罕身上作工(1-5 段) 

週五  9/17 

約書亞記 3:17 

17 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干地上站定，

以色列眾人就從乾地上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

但河。 

哥林多後書 4:11-12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

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

上發動。 

歌羅西書 1:24 

24 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 

督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補

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腓立比書 3:10-11 

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

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啟示錄 1:9 

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

國度、忍耐裡一同有分的，為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哥林多後書 12:9-10; 13:4-5 

12: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誇我的

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12:10 因此，我為

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貧困、逼迫、困苦

為可喜悅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有能

力了。 

13:4 祂固然由於軟弱被釘十字架，卻由於神的大能

仍然活著。我們在祂裡面也是軟弱，但由於神向著

你們的大能，必與祂同活。13:5 你們要試驗自己是

否在信仰中；你們要驗證自己。豈不知你們有耶穌

基督在你們裡面麼？除非你們是經不起試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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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五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六篇 - 

壹 在亞伯拉罕身上作工(6-11 段)： 

週六  9/18 

約書亞記 5:3 

3 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阿拉洛山那裡給以色

列人行割禮。 

歌羅西書 2:11 

11 你們在祂裡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禮，乃是

在基督的割禮裡，脫去了肉體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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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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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記 5:10 

10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他們

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 

哥林多前書 5:7 

7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正如你

們是無酵的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

殺獻祭了。 

馬太福音 26:26-28 

26 他們喫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就擘

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喫，這是我的身體。

27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

喝這個，28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

使罪得赦。 

晨興聖言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  結晶讀經   

第三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228 首 

主日  9/19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以弗所書 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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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

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

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

切火燒的箭。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

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

為眾聖徒祈求，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

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煉的大使，）使我

帶著鎖煉，照我所當講的，放膽講說。 

參讀：生命讀經約書亞記第 4-6 篇;  哥林多後書第 33 篇;  

聖靈與實際(295-302頁)-供應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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