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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的喫 
以色列人喫迦南地的出產的重要(書五12) 
1.當百姓開始喫那地的出產，嗎哪就止住(指明那地的出產乃是嗎哪的延續) 

2.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時喫嗎哪(豫表基督是神直接賜給祂選民的屬天食物，喫的人不需要

勞苦)(出十六) 

3.以色列人在迦南爭戰時，神賜應許之地豐富的出產(豫表基督是賜給信徒終極完成的生命

供應，需要他們在祂身上勞苦)(申八7～10) 

 (1)信徒喫基督並享受祂作美地的出產時，就被祂構成，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基督一

式一樣(約六57，腓一19～21上) 

 (2)信徒對基督作信徒的地業、產業的享受，要將信徒構成為神的基業、神的珍寶和產業(

弗一11～14,1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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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裏面信了，就在祂裏面受
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弗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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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19: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我自己的珍寶，因為全
地都是我的。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基業(κληρονομία，kleronomia，inheritance)：繼承權 

產業(περιποίησις，peripoiesis，possession)：所有權 

選定的基業(κληρόω，kleroo，inheritance)：抽籤而定(有註定或揀選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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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的喫 
以色列人在埃及、曠野和美地，經歷三個階段的喫 
1.以色列人在埃及喫逾越節的羊羔(出十二3,8,9) 

 (1)喫逾越節烤羊羔的肉是為得著生命的供應(出十二8～10，約六53,55～57) 

  ①要解決人墮落的問題並成就神原初的心意，就需要生命與救贖 

  ②神藉著基督之血的法理救贖乃是手續，以達到神將基督作為生命分賜到信徒裏面，作

信徒生機救恩的目標(羅五10) 

 (2)以色列人喫逾越節的羊羔，要帶著頭(表徵智慧)、腿(表徵舉止、行動)、內臟(表徵基督

所是的內裏諸部分，包括祂的心思、情感、意志和心，連同其一切功用)而喫(出十二9) 

 ①表徵接受完整的基督，包括祂的智慧、舉止、行動和內裏的諸部分(約六57，林前一24

，啓十四4下，腓一8) 

出12:3 你們告訴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 

出12:8 當夜要喫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 

出12:9 一點不可喫生的，也絕不可喫水煮的，要帶著頭、腿、內臟，用火烤了喫。 

約6: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

命在你們裏面。 

約6:55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飲料。 

約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約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羅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

生命裏得救了。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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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的喫 
以色列人在埃及、曠野和美地，經歷三個階段的喫 
2.以色列人在曠野喫嗎哪(出十六14～16,31，民十一7) 

 (1)神賜嗎哪給祂的百姓喫，指明祂的心意是要藉著改變飲食改變他們的構成(出十六14,15 

  ①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但在性情和構成上，他們與埃及人絲毫無不同(出十六3) 

  ②埃及的飲食是指信徒渴望得餧養，以滿足一切事物(民十一4～6) 

 (2)神要祂的贖民忘掉埃及的飲食，而有分於屬天的食物(申八3) 

  ①信徒越多喫嗎哪，就越符合神，與祂聯合為一，且照著祂的所是生活並行事為人 

  ②藉著喫基督，信徒成為基督，基督成為信徒的構成成分(約六56～58) 

出16:14 露水上升之後，不料，曠野的地面上有細小的圓物，細小如地上的霜。 

出16:15 以色列人看見，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對問說，這是甚麼？摩西對他們說，這就

是耶和華給你們喫的食物。 

出16:16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你們要按著各人的食量收取；各按自己帳棚裏的人數收

取，每人一俄梅珥。 

出16:31 這食物，以色列家起名叫嗎哪，就像芫荽子，是白色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民11:5 我們記得，在埃及的時候不花錢就有魚喫，還有黃瓜、西瓜、韭菜、蔥、蒜。 

民11:6 現在我們的胃口都沒有了，我們眼前除了這嗎哪以外，甚麼也沒有。 

申8:3 祂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喫，使你知道，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約6: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

還是死了。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4 

三個階段的喫 
以色列人在埃及、曠野和美地，經歷三個階段的喫 
3.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喫美地的出產(書五11,12) 

 (1)以色列人喫美地豐富的供應，使他們進一步被構成得勝的子民 

  ①美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出油的橄欖樹和蜜；有牛、牲畜和
羊(豫表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申八8，弗三8) 

 (2)以色列人藉著享受美地的豐富，就征服那地的各族，建立神的國(銅和鐵為爭戰的武器
所表徵)，並建造殿(石頭、銅和鐵為建造的材料所表徵)作神在地上的居所(書五11,12) 

書5:11 逾越節的次日，他們就喫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他們喫了無酵餅和烘的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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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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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5:8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誠真實的無酵餅 

林前10: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林前10:4 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行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信徒藉著頭兩個階段的喫，得著加力脫離世界，並被基督(屬天元素)所構成(約六51～57

，林前五7,8,十3,4) 

•信徒喫基督作美地豐富的出產，就被祂構成，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基督一式一樣，

並勝過屬靈的仇敵，而被建造成為神的居所，並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弗四16) 



美地的境界 
民34:3 南面的地區要從尋的曠野，貼著以東
的邊界；南界東端要從鹽海盡頭起， 

民34:4 繞到亞克拉濱坡的南邊，接連到尋，
直通到加低斯巴尼亞的南邊，又通到哈薩亞
達，接連到押們， 

民34:5 從押們轉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為止 

民34:6 西邊要以大海為界；這要作你們的西
界。 

民34:7 北界要從大海起，畫到何珥山， 

民34:8 從何珥山畫到哈馬口，通到西達達， 

民34:9 又通到西斐崙，直通到哈薩以難為止
；這要作你們的北界。 

民34:10 你們要從哈薩以難畫到示番為東界 

民34:11 這界要從示番下到亞延東邊的利比
拉，再往下達到基尼烈湖的東坡， 

民34:12 再下到約但河，通到鹽海為止。這
四圍的邊界以內，要作你們的地。 

申1:7 要起行轉到亞摩利人的山地，和鄰近
的各民那裏，就是亞拉巴、山地、低陸、南
地、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並利巴嫩，直到
大河，就是伯拉河。 

申1:8上 看哪，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
們要進去得這地， 5 

取自梁天樞著「簡明聖經史地圖解(1998年版)」 



有待取得為業之地(書十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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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和基述人的全境(書13:2,3) 
從埃及前的西曷河往北，直到以革倫的境

界，有迦薩人、亞實突人、亞實基倫人、

迦特人、以革倫人；並有亞衛人之地和基

述人的全地 

•西頓人之地(書13:4,6) 
屬西頓人的米亞拉，直到亞摩利人邊界的

亞弗，從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瑪音 

•迦巴勒人之地(書13:5) 

•全利巴嫩(書13:5) 
從黑門山根的巴力迦得，直到哈馬口 

書13:1 約書亞年紀老邁，耶和華對他說，

你年紀老邁了，還有許多剩下的地

有待取得； 

書13:6下 我必親自將他們從以色列人面前

趕出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

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列人為業。 

書13:7 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九個支派和瑪

拿西半個支派為業。 

拈鬮分配已據有和還未據有的地，因為在神
眼中，那地全是給以色列人的 

取自梁天樞著「簡明聖經史地圖解(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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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美地(書十三1～二二34)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時間 地點 分配人 領受支派 分配方式 美地範圍 

第一次 

(1407BC) 

什亭(摩
押平原) 

(書13: 

32) 

摩西(民32:33；
書13:8) 

流便、迦得、瑪
拿西(半個支派) 

(民32:33；書13: 

8,14:3) 

約定兩個半
支派同其他
支派過河爭
戰得地 

亞摩利王西宏
和巴珊王噩的
國)(民32:33～
42：書13:9～
12,15～32) 

第二次 

(1400BC) 

卲甲(耶
利哥平
原)(書
14:6) 

以利亞撒、約
書亞和各支派
宗族的首領(民
34:17：書14:1) 

猶大、以法蓮、
瑪拿西(半個支派) 

(書14:6～17:13) 

拈鬮(民34: 

13；書13:6) 

迦南地中、南
部(書14:6～17: 

13,19:49,50) 

第三次 

 

示羅(書
18:10, 

19:51) 

以利亞撒、約
書亞和各支派
宗族的首領(書
18:10,19:51) 

便雅憫、西緬、
西布倫、以薩迦、
亞設、拿弗他利、
但和約書亞(18: 

11,書19:1,10,17, 

24,32,40,50) 

拈鬮(書18: 

4～6,8,10, 

19:51) 

迦南地北部(書
18:11～19:48) 

 

第四次 

 
示羅(書
21:2) 

 

以利亞撒、約
書亞和各支派
宗族的首領(書
21:1) 

利未人(亞倫、哥
轄、革順、米拉
利)(書21:4～7) 

拈鬮(書21: 

4～7) 

以色列各支派
部分城邑及其
郊野(書21:3～
42) 



支派 雅各/摩西的豫言 分配之美地 分得美地特點 

流便 
情慾沸溢如水，不得居首，有
死亡和人數減少的危險 

亞摩利王西宏全
國大部分 

約但河東之地；主前九世紀
時，摩押人征服流便支派 

迦得 

為自己選擇頭一段地，因在那
裏有設立律法者的分存留。他
與百姓的首領同來 

西宏餘地，向北
到加利利海的约
旦河谷狹長地带 

約但河東之地 

瑪拿西 
多結果子的樹枝，他的枝條探
出牆外 

巴珊全地 約但河東佔有大幅土地 

猶大 

小獅子(長大並剛強)、公獅(爭
戰)和母獅(生產)；在葡萄酒中
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 

迦南地南部(地
中海到死海) 

地貌有旱地、低陸、沿海平
原、山地、曠野，多達113

座城，有很多較為肥沃的青
草地與葡萄園 

以法蓮 約瑟子孫分得兩分產業；多結
果子的樹枝，他的枝條探出牆
外 

迦南地中部 迦南地的中心地帶 
瑪拿西 

便雅憫 

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在耶和華
旁邊安然居住耶和華必終日遮
蔽他，也住在他兩肩之中 

猶大和以法蓮之
間狹長地带 

南與猶大支派，北與約瑟支
派相連，境內有聖殿所在的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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拈鬮分地(指那地的據有者，經歷同一位基督不同的方面)(西一12) 
各支派照著他們的所是，分別據有特定的一分地 



拈鬮分地(指那地的據有者，經歷同一位基督不同的方面)(西一12) 
各支派照著他們的所是，分別據有特定的一分地 

支派 雅各/摩西的豫言 分配之美地 分得美地特點 

西緬 
趁怒殺害人命，散住在以
色列地 

猶大境内，部分與猶
大共有 

所得地業在猶大子孫地業
中間 

西布倫 

必住在海邊，成為停船的
海口；境界必延到西頓；
吸取海裏的豐富，並沙中
所藏的珍寶 

耶斯列平原西部和下
加利利中部 

境內有古代國際貿易路線
「沿海的路」通過，商業
興盛 

以薩迦 

以安靜為佳，以肥地為美；
吸取海裏的豐富，並沙中
所藏的珍寶 

下加利利南部和耶斯
列平原 

土地面積不大，但有最肥
沃的耶斯列平原，土地肥
美，物產豐富 

亞設 
食物豐美，必出君王的美
味；他的腳蘸在油中 

亞柯平原 擁有肥沃的土地和港口 

拿弗他利 
飽受恩惠，滿得耶和華的
福，可以得海和南方為業 

加利利東部，直到約
但河谷和加利利海 

廣闊的平原，易於耕種 

但 

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
咬傷馬蹄，使騎馬的向後
墜落；小獅子，從巴珊跳
出來 

便雅憫和地中海間的
丘陵和平原 

平原受亞摩利人和非利士
人控制；帶著米迦製作的
神像和他的祭司，奪取迦
南地最北端的拉億(利善)，
改名為但 

9 



拈鬮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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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人分得城邑(居住)和城邑的郊野(牧
放牲畜)(書21:1～42) 

庇護城(為無意中誤殺人者設立)(書20: 

1～9) 
迦南地：基低斯(拿弗他利)、示劍(以法蓮) 

、希伯崙(猶大) 

約但河東：比悉(流便)、拉末(迦得)、哥蘭

(瑪拿西) 

哥轄家族(亞倫子孫)：13座城 

猶大和西緬支派9座城、便雅憫支派4座城 

哥轄家族其餘子孫：10座城 

以法蓮支派4座城、但支派4座城、瑪拿西

支派2座城 

革順家族：13座城 

瑪拿西支派2座城、以薩迦支派4座城、亞

設支派4座城、拿弗他利支派3座城 

米拉利家族：12座城 

西布倫支派4座城、流便支派4座城、迦得

支派4座城 

取自梁天樞著「簡明聖經史地圖解(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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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美地(書十三1～二二34) 
拈鬮分地(指那地的據有者，經歷同一位基督不同的方面)(西一12) 
1.約書亞據有美地後，神就吩咐他拈鬮分配已據有和還未據有的地，因為在神眼中，那地

全是給以色列人的(書十三6) 

 (1)神在祂的智慧裏，乃是將美地(基督)分配給不同的支派(書十三7) 

  ①各支派照著他們的所是，分別據有特定的一分地(書十四6～15,十八1～十九27) 

 (2)「拈鬮分地」今天應驗在信徒中間(西一12) 

  ①信徒都有同一位基督，但我們卻經歷基督不同的方面(林前一2) 

  ②信徒所據有的地(基督)，乃是照著信徒的所是(羅十二3，弗四7) 

  ③信徒要享受分配的地(基督) ，必須爭戰而據有那地 

書13:6 從利巴嫩直到米斯利弗瑪音，山地的一切居民，就是所有的西頓人。我必親自將他

們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將這地拈鬮分給以色列人為業 

書13:7 現在你要把這地分給九個支派和瑪拿西半個支派為業。 

林前1:2 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召會，就是給在基督耶穌裏被聖別，蒙召的聖徒，同著所有

在各處呼求我們主耶穌基督之名的人；祂是他們的，也是我們的； 

羅12:3 我藉著所賜給我的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著神所

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 

弗4:7 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著基督恩賜的度量。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拈鬮分配(ּגֹוָרל，gowral，allotment，鬮(lot)，分得之分)：尋求神的心意，其結果乃是照

著祂所命定的。拈鬮分地的方法是公平的，使每個人服氣 



拈鬮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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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戰得地並據有地 
•迦勒趕出亞衲人的後代，據有希

伯崙(基列亞巴)為業(書15:13,14  

•俄陀聶奪取底璧(基列西弗)(書15 

:15,17) 

猶大子孫支派分得美地(表徵
基督包羅萬有和追測不盡豐富
的各面)(書14:6～15:63) 
•南地：猶大山地與南邊曠野間的
半乾旱地帶，29座城(書15:21～
32) 

•低陸：猶大山地與沿海平原之間
的示非拉丘陵地帶，39座城(書
15:33～44) 

•沿海平原：地中海沿岸非利士人
之地，1座城(書15:45～47) 

•山地：從希伯崙向北延伸到耶路
撒冷的中央山地，38座城(書15: 

48～60) 

•曠野：猶大山地東邊，死海西岸
陡斜的山坡，6座城(書15:61,62 

取自梁天樞著「簡明聖經史地圖解(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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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美地(書十三1～二二34) 
基督是眾聖徒的分(西一12) 
1.保羅使用包羅萬有之地的觀念，說到「眾聖徒的分(業分，指分得的分)」(西一12) 

 (1)基督(居首位並包羅萬有者)乃是所分給眾聖徒的分(西一12) 

 (2)新約信徒所分得的分，不是物質的土地，乃是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為賜生命的靈(西二

6,7，加三14) 

  ①美地的豐富(豫表基督追測不盡之豐富的不同方面)在祂的靈裏作祂信徒全備的供應(申

八7～10，弗三8，腓一19) 

  ②在基督裏的信徒藉著享受美地的豐富，被建造為基督的身體，作神的家與神的國(弗一

22,23,二21,22，提前三15，太十六18,19，羅十四17) 

西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Κλῆρος，kleros， portion 

，業分(lot)，分得之分(allotment)，鬮(lot)) 

西2: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西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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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在祂裏面行事為人。 

加3:14 為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著信，可以接受所應

許的那靈。 

腓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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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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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美地(書十三1～二二34) 
基督是眾聖徒的分(西一12) 
2.包羅萬有的基督是信徒的基業(三一神帶著祂所有、所作，以及祂為贖民所要作的一切(

徒二六18,二十32，彼前一4) 

 (1)信徒重生，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①信徒的眼睛得開，並從撒但權下轉向神，結果不僅罪得赦免，也得著神聖的基業 

  ②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包羅萬有的基督裏面，基督是所分給眾聖徒的分，作他們的基業 

  ③所賜給眾聖徒的聖靈，就是神聖基業的豫嘗、印記、憑質和保證(羅八23，弗一13,14) 

   Ⅰ信徒受聖靈為印記(指明信徒被標明是屬神的，成為神所選定的基業；且有印記表徵之

神的形像，因此得以像神)(弗一13,11) 

   Ⅱ聖靈對信徒乃是基業的憑質(指明聖靈作信徒基業的保證，擔保所承受的；也作從神所

要承受的豫嘗，使信徒豫先嘗到完全的基業)(弗一14) 

 (2)信徒一生不斷經歷並享受神聖生命，得著永遠的基業 

  ①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信徒存留在諸天之上的救恩(將來魂的救恩、

主顯現時信徒得著的恩，將要顯出的榮耀，不能衰殘的榮耀冠冕，以及永遠的榮耀)(

彼前一5,9,13,五1,4,10) 

徒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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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λῆρος，kleros，

inheritance，分得之物，鬮)。 

彼前1: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基業

(κληρονομία，kleronomia，inheritance ，(將得的)產業，救恩) 

第五篇 迦南地的出產以及分配美地的內在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