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覽

約書亞記
⼠師記
路得記



約書亞記⾄路得記之內在意義

关键词
為基督取得地

為基督預備先祖

1

2

3

4

人受造並墮落

為神的經綸造人，人墮落無法完成神的經綸

揀選亞伯拉罕並應許地和後裔

神用四百多年形成這一班選民頂替亞當族類

以色列人

經過試驗，苦難，訓練，管教，夠資格

約書亞，波阿斯，路得

進入、取得、享受美地；基督與召會完成神的經綸



約書亞記

進入美地

1～5

據有美地

6～12

分配美地

13～22

離別的話

23～24

以色列人佔有並得著

美地為業，以完成神

的經綸

從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四十

一年正月到約書亞離世，為

時約27年



約書亞 1
取得基督

喇合 2
生出基督

抬約櫃的祭司 3-4
與基督是一

以色列人 5-

同基督爭戰

約書亞記神賜美地，以色列人要進入，取得，享受美地



豫表基督 剛強壯膽

約書亞的榜樣，取得基督 1

神的話不離口 神的同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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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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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著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

書1:8~9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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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無論往那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聽見並相信而有信心的行動 公開承認基督的救贖

喇合的榜樣，生出基督 2

生出基督

2:11 我們⼀聽⾒，⼼就融化了。因你們的緣故，並無⼀⼈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神本是上天下地
的神。

2:15 於是⼥⼈⽤繩⼦將⼆⼈從窗⼾縋下去；因她的房⼦是在城牆邊上，她就住在城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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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1:5 撒⾨從喇合⽒⽣波阿斯，波阿斯從路得⽒⽣俄備得，俄備得⽣耶西，

太1:6 耶西⽣⼤衛王。



與基督是一 採取行動約旦河就分開

抬約櫃祭司的榜樣，與基督是一 3 - 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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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抬櫃的祭司到了約但河，腳⼀沾到⽔邊，（原來約但河⽔在收割的⽇⼦漲過兩岸，）

3:16 那從上往下流的⽔便在極遠之地，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裡停住，⽴起成壘；那往亞拉巴的海，

就是鹽海，下流的⽔全然斷絕。於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對⾯過去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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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受割禮
治死肉體

守逾越節
記念神的救贖

以色列人的榜樣，預備與基督一同爭戰 5  

享受美地出產
享受基督豐富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勝敗在於是否以基督為王為主

5:11逾越節的次⽇，他們就吃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他們吃了無酵餅和烘的⾕。

5:12 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當⽇嗎哪就⽌住了，以⾊列⼈也不再有嗎哪了；那⼀年，他們卻吃迦
南地的出產。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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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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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有什
麼話告訴僕⼈？



高舉基督 照著神的話

爭戰，耶利哥城的得勝 6 - 1 2
以耶和華為軍隊的元帥

同心合意，沒有意見，以主的方式 全體事奉與祭司是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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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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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嫩的兒⼦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對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要有七個祭司拿著七個⽺⾓號⾛在
耶和華的約櫃前；

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號的時候，約書亞對百姓說，呼喊罷，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
了。

6:20 於是百姓呼喊 祭司也吹號。百姓聽號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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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探子的建議，沒求問耶和華 因得勝而驕傲輕敵

爭戰，艾城的失敗 6 - 1 2
昨日的成功不等於今日的得勝；大事倚靠，小事驕傲而失敗

亞干取了當滅之物

7:2 約書亞從耶利哥打發⼈往伯特利東邊，靠近伯亞⽂的艾城去；他對他們說，你們上去窺
探那地。那些⼈就上去窺探艾城。

7:3 他們回到約書亞那裡，對他說，眾民不必都上去，⼤約⼆三千⼈上去就能攻下艾城；不
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裡的⼈少。

7:20亞⼲回答約書亞說，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列的神。我所作的事是這樣：

7:21 我在所奪的財物中，看⾒⼀件美好的⽰拿⾐服、⼆百舍客勒銀⼦、⼀條⾦⼦重五⼗舍客
勒，我貪圖這些物件，便拿去了。這些物件現今藏在我帳棚內的地裡，銀⼦在⾐服底下。



拈鬮分配 爭戰取得

拈鬮分配美地（ 1 3 - 2 2）

照著神的命定

對基督不同⽅⾯的經歷享受

剛強：猶⼤，約瑟，瑪拿西

懈怠：迦得，便雅憫，西緬，西布倫，

以薩迦，亞設，拿弗他利

軟弱：但

14:12 現在求你將耶和華那⽇所說的這⼭地給我；因為那⽇你也曾聽⾒那裡有亞衲⼈，並寬⼤堅固的城
⾢。或者耶和華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17:16-17  約瑟的⼦孫說，那⼭地容不下我們，...約書亞對約瑟家，就是以法蓮和瑪拿西⼈說，你族⼤⼈
多，勢⼒強⼤，不可僅有⼀鬮之地，

18:2-3 以⾊列⼈中還剩下七個⽀派沒有分得地業。 約書亞對以⾊列⼈說，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給
你們的地，你們懈怠不去得，要到幾時呢？

19:47但的⼦孫失去他們原得的地界，



題醒 鼓勵和吩咐

約書亞兩段離別的話，如同摩西的申命記（ 2 3 - 2 4）

警告

耶和華在為以⾊列爭戰
上是信實的

耶和華為他們所⾏的事

愛祂，緊聯於祂

要分外剛強

遵⾏神的話

敬畏神

忠信事奉神

迦南⼈要成為以⾊列⼈
的網羅，陷阱，肋上的
鞭，眼中的刺

若事奉別神，以⾊列⼈
會在美地上滅亡



士師記

以色列信靠神

1～2

以色列離棄神

2～16

以色列漸漸敗壞

17～22

以色列離棄神，

遭仇敵擊敗，漸漸敗壞

從約書亞死後到參孫死時，

為時約300年。



沒有趕出迦南人 沒有守約聽話 沒有以神為丈夫 沒有同心合意

士師記中以色列失敗的根源

1:19 耶和華與猶⼤同在，猶⼤就得了⼭地為業，只是不能趕出⼭⾕的居民，因為他們有鐵⾞。

1:21 便雅憫⼈沒有趕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

1:27 瑪拿西沒有趕出伯善和屬伯善鄉鎮的居民，

1:29 以法蓮沒有趕出住基⾊的迦南⼈

1:30西布倫沒有趕出基倫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

1:32 亞設⼈因為沒有趕出那地的居民迦南⼈



約書亞死了 前一代的長老死了 下一代不知道也不認識神 沒有將約和話傳給下一代

士師記中以色列離棄神的原因

2:1 耶和華的使者從吉甲上到波⾦，對以⾊列⼈說，我使你們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
應許之地。我又說，我永不廢棄與你們所⽴的約；

2:2….你們竟沒有聽從我的話。你們這作的是什麼事？

2:7 約書亞在世的⽇⼦，以及約書亞死後，那些⾒過耶和華為以⾊列⼈所⾏⼤事的⾧⽼還在的⽇⼦，百
姓都事奉耶和華。

2:10 那⼀代的⼈也都歸了⾃⼰的列祖；在他們之後，有另⼀代的⼈興起，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
和華為以⾊列⼈所⾏的事。

2:11 以⾊列⼈⾏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



七次悲慘循環

2

5

36

4

11 行惡事

6 哀求悔改

5 和平

2受壓迫欺凌

3

興起士師拯救 4

再轉去行惡事

01俄陀聶 02以笏和珊迦 03底波拉 04基甸 06 耶弗他等 07 參孫05 亞比米勒等



卓越又順從 守住等次以巴拉為遮蓋 鼓勵百姓心中立大志設大謀

士師記中一件不平凡的事，興起底波拉 5
因男人軟弱，退後， 一無動靜；底波拉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經歷神為他們爭戰
天上星宿，地上基順河

5:7以⾊列中的鄉村⼀無動靜，⼀無動靜，直到我底波拉興起，等我興起作以⾊列的母。

5:15 以薩迦的⾸領與底波拉同來；以薩迦以忠誠待巴拉，眾⼈都跟隨巴拉衝下⼭⾕。在流便
的族系中，有⼼中定⼤志的。

5:16 你為何坐在⽺圈之間，聽召喚群⽺的笛聲呢？在流便的族系中，有⼼中設⼤謀的。



成功

失敗

基甸的成功與失敗 6 - 8

仔細聽神的話

順從神的話

拆毀巴⼒的壇，砍下⽊像

犧牲與⽗親的關係

對同胞不仁慈

放縱⾁體的情慾（性）

貪戀百姓所奪的掠物（錢）



站住拿細耳人奉獻的地位

在婚姻上真心尋找配偶而非放縱性慾
（非利士女子，加薩的妓女，大利拉）

參孫的功課 1 3 - 1 6

在主以外不別有所愛（大利拉）

看重生命過於恩賜



敬拜上可憎混亂 道德上淫亂敗壞 支派間可怕殺戮

士師記中以色列的敗壞 1 7 - 2 1

17:4 ⽶迦將銀⼦還他母親，他母親將⼆百錠銀⼦交給銀匠，製作成⼀個雕像，和⼀個鑄像；
那像就在⽶迦的屋內。

17:5 ⽶迦這⼈有了神堂，又製造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叫他⼀個兒⼦承接聖職作他的祭司。

17:6 那些⽇⼦，以⾊列中沒有王，各⼈⾏⾃⼰眼中看為正的事。

18:30 但⼈就為⾃⼰設⽴那雕像；摩西的孫⼦，⾰舜的兒⼦約拿單，和他的⼦孫作但⽀派
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擄掠的⽇⼦。

18:31 神的殿在⽰羅多少⽇⼦，但⼈為⾃⼰設⽴⽶迦所製作的雕像也有多少⽇⼦。

21:25 那些⽇⼦，以⾊列中沒有王，各⼈⾏⾃⼰眼中看為正的事。



士師記的結語

21:25 那些⽇⼦，以⾊列中沒有王，各⼈⾏⾃⼰眼中看為正的事。

沒有⼀位⼠師是基督的先祖，

因⼠師們是在能⼒之靈裡⾏動，⽽不是在⽣命的靈裏⾏動。

我們能否留在美地上並享受美地，與我們的存⼼，為⼈，⽣活⾏動
有極⼤的關係。



路得記

路得的揀選

1

路得的權利

2

路得的安息

3

路得的賞賜

4

外邦罪人，藉基督救贖

而與基督聯結，與神的

選民同被帶進神聖的產

業

基督家譜的重要部分



路得記的背景與⼈物

关键词
波阿斯與路得

豫表基督與召會

1

2

3

4

背景

士師秉政的時候，以色列地遭遇饑荒

拿俄米
猶大伯利恆以法他人，丈夫和兩個兒子都死了

路得
遭咒詛的摩押女子，丈夫瑪倫死了成了寡婦

波阿斯

富有且慷慨給與，道德高尚，顧到別人的長子名分



真正的新約執事 推動人嫁給基督

拿俄米的榜樣

3:1 路得的婆婆拿俄⽶對她說，⼥兒阿，我不當為你找個安⾝之處，使你享福麼？



揀選並緊緊跟隨 使用權利性格殷勤 聽從順服而得安息 目標堅定不移生出基督

路得的榜樣

1:14 兩個兒媳又放聲⽽哭；俄珥巴與婆婆親嘴⽽別，只是路得緊緊隨著婆婆。

1:16 路得說，不要催我離開你回去不跟隨你。你往那裡去，我也往那裡去；你在那裡住宿，我也
在那裡住宿；你的民就是我的民，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1:17 你在那裡死，我也在那裡死，也葬在那裡。除⾮死能使你我相離，不然，願耶和華重重的降
罰與我。

3:5 路得說，凡你所說的，我必遵⾏。

3:6 路得就下到⽲場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切⽽⾏。



道德高尚 行為純潔 斷事智慧
周到顧人
性格殷勤

波阿斯的榜樣

3:9 他就說，你是誰？她回答說，我是你的婢⼥路得。請你展開你的⾐邊遮蓋你的婢⼥，因為你是
我的親⼈。

3:10 波阿斯說，⼥兒阿，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所顯出的恩慈⽐先前的更美；因為少年⼈無
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

3:11 ⼥兒阿，現在不要懼怕；凡你所說的，我必為你⾏，因我本城的⼈都知道你是個賢德的⼥⼦。

3:12 我實在是你的親⼈，只是還有⼀個親⼈⽐我更近。

3:13 你今夜在這裡住宿，明早他若肯為你盡親⼈的本分，就由他盡好了。倘若不肯，我指著永活
的耶和華起誓，我必為你盡親⼈的本分，你只管躺到黎明。



受造並墮落 蒙救贖 重生成配偶 有分神選民產業

路得四方面豫表召會



富有且慷慨給與 救贖召會 使召會成基督配偶 使基督得擴增

波阿斯二方面豫表基督

4:9 波阿斯對⾧⽼和眾民說，你們今⽇作⾒證，凡屬以利⽶勒和基連、瑪倫的，我都從拿俄

⽶⼿中置買了；

4:10 我又娶了瑪倫的妻摩押⼥⼦路得為妻，好叫死⼈的名得以在他的產業上存⽴，免得死

⼈的名從他的弟兄中，並從他本鄉滅沒。你們今⽇可以作⾒證。

4:13 於是，波阿斯娶了路得為妻，與她同房。耶和華使她懷孕，她就⽣了⼀個兒⼦。



路得記的結束，基督顯著的先祖

4:21 撒⾨⽣波阿斯，波阿斯⽣俄備得，

4:22 俄備得⽣耶西，耶西⽣⼤衛。

拿俄⽶，路得，波阿斯，都是極其在⽣命裡的⼈，保守了基督的

譜系，為著產⽣基督，並供應基督。



約書亞

波阿斯

約書亞記至路得記的重要人物與榜樣

喇合

底波拉

路得

進⼊美地
取得美地
享受美地

供應基督
⽣出基督
享受基督 揀選跟隨

嫁給基督
⽣出基督

卓越順從
守住等次
⼤志⼤謀為神權益爭戰

信⽽順從
公開承認救贖
⽣出基督



以地和丈夫看約書亞記至路得記

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 嫁給基督（⼀班⼈）

與神離婚（失去美地享受，無⼠師成為基督先組）

據有美地（⼀塊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