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數 訓 練 篇 題 約書亞記引經 

第一篇 神對約書亞的吩咐、應許和鼓勵 書一1～9 

第二篇 藉着擊敗撒但的勢力據有迦南地 
書五13～15 (看見異象) 

六1～21 (耶利哥的毀滅) 

第三篇 過約但河並豫備打仗 書三1～四24，五1～10 

第四篇 

神的子民需要尋求主的指引， 

有主的同在，以展示祂的得勝， 

好建造祂的身體並擴展祂的國度 

書六22～26，七1～6，
10～15，20～21，九14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書五12，十三1～二二34 

2021年夏季訓練 -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結晶讀經   

第二篇 

藉着擊敗撒但的勢力據有迦南地 
(Possessing the Land of Canaan by Defeating the Satanic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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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裏有一套(a set)豫表(type, typology)；新約裏有那套關於神經綸
之豫表的全部應驗(complete fulfillment)—林前十3～4，1，11。[基督&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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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主前1452~1426年] 
書1:13 你們當記得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所吩咐你們的話，說，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得享安 

            息，也必將這地賜給你們。 

書2:18 我們來到這地的時候，你要把這條朱紅線繩繫在縋我們下去的窗戶上，並要使你的 

   父母、兄弟、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 

書3:10 約書亞說，看哪，全地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到約但河裏，藉此你們就知 

   道，活神是在你們中間，並且祂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 

            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書3:11 (10、11節合併) 

書5:12 他們喫了那地的出產，當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嗎哪了；那一年，他 

            們卻喫迦南地的出產。 

書6:6 嫩的兒子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對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要有七個祭司拿着七個羊 

          角號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約書亞記這卷書的內在意義是取得(take)那地—一2，6，五12。[目標] 
書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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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吩咐] 

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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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許+鼓勵] 

書5:12 他們喫了那地的出產，當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嗎哪了；那一年，他 

            們卻喫迦南地的出產。[主觀經歷並應用] 2 

※[壹、貳、參] 聖經中眾豫表的應驗與應用 



 召會(恩典)時代 國度時代 新耶路撒冷 

今世 來世 永世 

埃及(世界) 曠野 
         進入迦南地 

          x12  (諸天界) 
終極完成 

世人/外邦人   得救聖徒/信徒 門徒/得勝者/新婦 羔羊之妻 

舊人(以掃) 舊人被變化-雅各      取得那地—成為在基督 裡的新造(以色列) 

未得救之人 

 

(客觀)地位上聖別 

諸天之國的外表
或實際 

豫表屬天的地位 

(諸天之國的實現) 
豫表永遠的地位 

喫世界出產 喫羊羔 喫嗎哪 喫美地出產 (3rd階段) 完滿享受生命樹 

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        摩西律法     約書亞(基督作王掌權) 神和羔羊的寶座 

得救層、復興層、十字架層 [亞瑪力人肉體] 屬靈爭戰層 [迦南七族] 永遠的生命 

創3:17 又對亞當說，
你既聽妻子的話，喫
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喫
的那樹(善惡知識樹)上
的果子，地必因你的
緣故受咒詛；你必終
身勞苦，纔能從地裏
得喫的。 

恩典/生命漸漸 
成熟長大 

包羅萬有的基督連同祂那
追測不盡的豐富(弗3:8) 
諸天界裡撒但黑暗的勢力 

啟22:3 一切咒詛

必不再有。在城

裡有神和羔羊的

寶座；祂的奴僕

都要事奉祂， 

哥林多前書 
爭戰(以弗所書) 

(弗六10~20) 

猶太聖徒 
安息與享受(希伯來書) 
基督的超越(一4∼十39) 

約書亞記進迦南地的豫表給我們看見—誰能在國度裡掌權 

紅 
海 

逾 
越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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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旦 
河 
 



積極一面 (聯於生命) 消極一面 (聯於死亡) 

是豐美之地 
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申八7~10) 
連同祂追測不盡的豐富 (弗3:8) 

表徵滿了撒但勢力的諸天界 
表徵撒但黑暗國度空中、天上的部分 

(表徵了撒但黑暗國度裏最邪惡的部分) 

是聖經裏所看到基督終極的豫表 表徵撒但的國，有黑暗的權勢 

豫表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祂對我們乃是一切 (西3:11) 

仇敵撒但竭力攔阻神的子民享受這地 
供應死亡並帶進死亡 

豫表基督是從死水出來的地，作我們的地 
(創一10, 13) 

邪惡的勢力不斷蒙蔽神的子民，使其無法
看見基督這包羅萬有的美地 

在基督裏的新人，與基督一同坐在諸天界裏之人 

加2:20 (舊)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乃是基督

在(新)我裡面活著…。 

迦南人豫表跟隨撒但的墮落天使，背叛的
天使，成了撒但國裏執政的、掌權的和有
權勢的，就是諸天界裏邪惡的屬靈勢力 

我們(為)要領會(In order to understand)以色列人進迦南和在迦南爭
戰的意義，就需要認識(need to know that)，按豫表(typology)迦南有
兩面的意義—西一12，弗一3，二2，二6 ，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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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對迦南兩面意義的認識(領會)與應用 

弗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天界裏各樣屬靈的 

          福分，祝福了我們； 

弗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三層天上] 
弗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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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 在聖經裏，地是基督的表號(a figure)，象徵(a symbol)—創一9，彼後三5： 

創世記一章九至十節和十三節裏第三日從死水出來的地，豫表第三日從死裏出來的復
活基督。[旱地露出來、稱旱地爲地、是第三日] 

在創世記一章十一至十二節，二十四至二十五節，許多不同種類的生命從地裏出來；
這表徵基督是各種生命的源頭。[地要長出青草、結種/果子、地要生出有生命的物，各從其類] 

聖經裏所啓示神的心意，乃是基督該作我們的地—申八7～10。 

申8:7 因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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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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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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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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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以弗所書指明，諸天界裏有好幾層—一3，二2，六12： 

基督是在最高的一層，就是三層天上，作我們的一切，就是我們的美地。 

諸天界裏還有較低的一層，就是空中，在那裏撒但是空中掌權者的首領，阻撓地上的
人接觸神並接受基督；這是由那些阻撓以色列人進入美地的迦南人所豫表的—弗二2。 

弗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爲人，隨着這世界的世代，順着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那 

          現今在悖逆之子裏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 迦南人豫表跟隨撒但的墮落天使，背叛的天使，他們成了撒但國裏執政的、掌權的和
有權勢的，就是諸天界裏邪惡的屬靈勢力—啓十二4，7，弗六12。 

啓12:4 牠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 

            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喫她的孩子。 

啓12:7 天上起了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和牠的使者也爭戰， 

弗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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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地 

空中 

寶 
座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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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要(If)據有美地，以成就(fulfillment)神的定旨，就必須從事
(must engage)屬靈的爭戰，擊敗(to defeat)撒但的勢力：[手續(段)目標] 

我們需要認識(領悟, 意識到)屬靈的爭戰(We need to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spiritual 

warfare) — 撒但的國與神的國之間爭戰的需要(必要性)。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國] 

太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他就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住？ [撒旦的國] 

賽14:13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 

    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賽14:14 (2節合併) 

以色列人豫備好據有迦南地時，那地滿了鬼附的人、拜偶像的人和拿非利人。 
民13:33 我們在那裏看見拿非利人(亞衲人的子孫就是拿非利人的一支)；我們看自己就如 

               蚱蜢一樣，他們看我們也是如此。 

因着拿非利人(墮落天使和墮落人類的混雜)住在(dwell in)迦南地，所以神命令
(commanded)以色列人要取得(take over)這地，並毀壞(to destroy)其上所有的人，
使人類得着清理(cleared up)—申七1～2： 

書3:11 祂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基遍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 

            利人、耶布斯人。(申7:1下 ...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多、比你強。) 

書6:21 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除去一切消極之物] 

申7:2 耶和華你神將他們(七國的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 

          立約，也不可恩待他們。 

• 按照神聖的思想，迦南地的國民必須消滅，因爲他們是屬魔鬼的，並且與鬼調和。 

• 迦南人不僅表徵墮落的天使，也表徵與邪靈及空中撒但黑暗權勢聯結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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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從事爭戰—擊敗撒但的勢力據有迦南地 



以色列人與那地居民的爭戰，描繪在地上那看得見的景象背後，正進行着看不
見的屬靈爭戰—但十10～21，弗六10～20： 

但10:13  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加百列)二十一日 ；然而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 

              ，因我單獨滯留在波斯諸王那裏。 

但10:20  他就說，你知道我爲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出去後雅 

               完的魔君必來。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召會的職守] 
弗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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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 極其重要的是，我們要看見，在景物的背後正進行着屬靈的爭鬭，這爭鬭不是人的眼
睛所能看見的。除了在地上的爭戰以外，在空中還有神與撒但勢力之間的爭戰。 

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爲要據有並享受美地，這豫表整個召會，包括所有的
肢體，都有分於屬靈的爭戰，抵擋(against)『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12) 

，使聖徒能享受基督作包繫萬有的地。 
提後2:4 凡當兵的，不讓今生的事務纏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悅。 

腓2:25 …他是我的弟兄、同工、並一同當兵的，也是你們的使徒，和供應我需用的供奉者。 

基督是我們的美地，神要我們贏得基督，但在我們和美地之間，有一層屬魔鬼、
鬼魔的勢力；我們若要據有美地作我們的享受，就必須擊敗這些撒但的勢力： 
• 在這裏有一個非常真實的屬靈爭戰是我們需要參與的；我們必須爭戰以得着包繫萬有
的基督，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新人和神的國。我們若要據有基督作我們的享
受，就必須是一個團體的戰士，就是作基督身體的召會，與撒但的勢力爭戰，擊敗撒
但的勢力，使我們更多得着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體，建立並擴展神的國，使基督能
回來承受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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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要從事屬靈的爭戰，就需要看見(see)那揭示基督是耶和
華軍隊之元帥的異象—書五13～14：[看見學習] 

書5:13 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看哪，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 

            立。約書亞到祂那裏，對祂說，你是幫助我們呢，還是幫助我們的敵人？ 

書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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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是耶和華軍隊看得見的元帥，而基督是那看不見的元帥，爲以色列人與
迦南七族爭戰—14節。 

因着基督是耶和華軍隊的元帥這異象，約書亞需要一直站在聖別的地位上： 

書5:15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爲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約書亞就照着行了。 

• 聖別指聖別的性情(nature)和品質(quality)—繫一2。 

繫1:2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着祂的眾申言者，在聖經上所應許的，[註3] 

[希臘文hagios (哈吉歐斯 )、hagiosune (哈吉歐蘇內 )、hagiazo (哈吉阿奏 )、及
hagiasmos (哈吉阿斯摩斯)，都屬同字根 hagos 00040] 

• 『聖別』(歸神)是聖別所產生的實際果效、行動特點、以及終極情形—六19，22。 

繫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輭弱，就照着人的常情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 

            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 

繫6:22 但現今你們旣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遠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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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看見異象、看見基督是元帥—站在聖別的地位 



我們需要認識(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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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哥城之戰] 

耶利哥關得嚴緊，沒有交通，沒有進出往來；這表徵黑暗的權勢，就是在諸天
界裏邪惡的屬靈勢力，受到了捆綁—太十二29，弗六12。 

太12:29 人怎能進壯者家裏，搶奪他的家具？除非先捆綁那壯者，纔能洗劫他的家。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的； 

               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神的百姓不需要作任何事來毀滅耶利哥。[依靠神、大聲呼喊—靠著讚美] 

他們只需要相信並信靠神，聽從以色列軍隊元帥的指示，並抬着約櫃高舉基
督—書六3～11。[耶和華神對約書亞說先對祭司說後再對百姓說] 

書6:6 嫩的兒子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對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要有七個祭司拿着七個羊 

          角號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這裏祭司抬着約櫃，表明在屬靈的爭戰裏，我們該作的第一件事乃是高舉基督 

，在凡事上讓祂居第一位，居首位— 4，7～11節，西一18： 

要保持靜默，直到聽見吩咐纔呼喊，意卽以主的方式完成事情，不發表任何想
法、意見或感覺—10節[註1]。 

書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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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在過約但河之後，在第一次爭戰中勝過耶利哥，不是憑着(by)爭戰，
乃是藉着(by)吹號並呼喊；這表徵他們(藉著)相信(through faith in)神指示的話，
見證並宣揚神和基督(約櫃)。書6:20 [註1] 9 

※[柒] 認識得勝的秘訣—禱告/信靠/聽從/高舉基督 



一個獨特的原則乃是：屬靈的得勝不是(倚)靠着(depend)爭戰，乃
是(倚)靠着讚美—代下二十20～22： 

書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號的時候，約書亞對百姓說，呼喊罷，因爲耶和華已經把城交 

            給你們了。 

書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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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下20:15 他(雅哈悉)說，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法王，你們要聽。耶和華 

    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批軍眾懼怕驚惶；因為爭戰的勝敗不在於你們，乃在於神。 

代下20:21 約沙法旣與民商議了，就設立一些人，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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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下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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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東人)，他們就被打敗了。 

我們要學習(need to learn)藉着(by, 憑著)讚美去勝過撒但。 

一個讚美神的人，乃是超越過一切的(transcends everything)；他能彀藉着(憑著
他的)讚美(by his praise)一直得勝(overcomes continually)；這是原則(a principle)，
這也是事實(a fact)—來十一30，33～34，十三15。 

來11:30  因着信，耶利哥的城牆被圍繞七日，就倒塌了。 
來11:33  他們 (士師們、大衛和眾申言者)藉着(through)信，制伏了列國，行了公義，得了 
               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輭弱得着加力，爭戰 
               顯出大能，打退外邦的軍隊。來11:34 (2節合併) 
來13:15  所以我們應當藉着(through)耶穌，常常向神獻上讚美的祭，這就是承認主名之嘴 
               脣的果子。 10 

※[捌] 屬靈得勝的原則與事實—學習倚靠著讚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