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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袮不僅把歷世歷代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今天、也把信

心的同伴賞給我們，使我們彼此勉勵、一同奔走這條信心的道路，盼望我們見袮面的時

候、能夠蒙袮稱讚。袮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甚願我們都在信心的行列中蒙袮保守、眷顧與引導，

一直到見袮的面，主啊！祝福今天早晨的聚會，把所有的榮耀、敬拜與讚美都歸給袮，禱

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講到信心，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信心是“活的”，因為我們的

神是活的神。信心說到我們與神的關係，這關係是活的、所帶出來的信心也是活的。我們

從經文中看見、有信心的人如何活在神面前？他的生命如何成長？雖然亞當與夏娃墮落

了，但是神也恢復了許多信心的見證人，我們從約瑟身上看見他的生命成熟、被磨成神兒

子的樣子，他有神的權柄、並且坐在寶座上，這便是神造人的目的。此外、我們也從摩西

的身上看見信心的成長與事奉。 
 

經文解釋：希伯來書第 11章 30-31節 
 

30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七日，城牆就倒塌了。 
31妓女喇合因著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與那些不順從的人一同滅亡。 
 

o 這兩節經文的內容記載在約書亞記，這裏講到信心的爭戰。我們若在信心裏生活、

在信心裏事奉，必定會遇到信心的爭戰，這種屬靈的爭戰是非常實際地，雖然我們

的肉眼看不見，它確實存在。 
 

o 屬靈爭戰的根源在天上。我們知道仇敵在我們的四圍、也在我們裏面，圍繞著我們

的仇敵就是世界，在舊約、埃及代表世界。它用什麼東西與我們爭戰呢？如肉體的

情慾、眼目的情慾、今生的驕傲都是，一般人很容易地就被這些事情攪擾。 
 

o 同時、我們的裏面也有個仇敵、那就是我們的肉體，每當我們在屬靈上有追求的時

候，就會碰到這個問題。保羅在羅馬書 7:24 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

死的身體呢？』當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曠野、便遇到亞瑪力人來阻止他們進迦南。

亞瑪力人常常在後面專攻那軟弱的人，故此、我們何時軟弱、何時就受到攻擊。 
 

o 我們外有世界、內有肉體的攪擾，但是真正的仇敵要在進入迦南以後才知道，那便

是迦南七族，它們代表上面的仇敵，即空中的、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

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這些仇敵很可怕，像當初十二個探子窺探迦南回來報

告說、他們像偉人那樣高大強壯、我們就如蚱蜢一樣。 
 

o 這些爭戰的代表是耶利哥城，是我們每一個進迦南的人必須面對的，我們不是只讀

舊約的歷史而已，這些事天天在我們的身上發生，因此、我們需要瞭解仇敵的戰

略，對此有更深的學習與認識，才能在爭戰中得勝。 
 



    希伯來書        第 32講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30-31節          王諾亞弟兄 

 

   2 
 

約書亞記第 1章 
1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諭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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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摩西是神的僕人，神藉著他在埃及行了許多神蹟，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埃及法老的轄

制，他伸杖使他們平安過紅海，並管理供應百姓在曠野四十年的生活。如今、這麼

一個偉大的僕人死了，這提醒我們：所有的僕人都會過去、惟有主永遠陪伴我們，

我們遲早要面對神、要單獨來到神的面前。 
 

o 約書亞一直是摩西的幫手，現在、他必須單獨擔當重任，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懼怕，

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神給他幾個應許來堅固他、又給他一些話來剛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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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所有的迦南地都是你們的，也就是說、凡在基督裏的豐盛都是你們的，但是、你必

須去得、去經歷，這就是“腳掌所踏之地”的意思。在我們追求主的路途中、神興

起許多環境，等我們經歷之後、它便成為我們的產業，不再是頭腦中的知識而已。

也因為這個經歷，使我們得到“在基督裏賜給我們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 
 

5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

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o 神說：『沒有一個仇敵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這是何等寶貴的應許！又說『我不

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9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o 我們面對環境、容易產生懼怕，但是、『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

愛、謹守的心』（提摩太後書 1:7）。 

o 此外、約書亞記 1:6 節『你當剛強壯膽…』。1:7節『只要剛強、大大壯膽…』。 
 

約書亞記第 2章 

o 摩西曾經從曠野派十二個探子窺探迦南地，其中十個失敗了。如今，約書亞暗暗打

發兩個人去窺探那地和耶利哥，於是他們來到妓女喇合家裏。 
 

8
二人還沒有躺臥、女人就上房頂到他們那裏、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

賜給你們，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都消化了…』。 
24又對約書亞說：『耶和華果然將那地交在我們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們面前心都

消化了』。 

o 我們常常從外面的環境來看仇敵，於是心中害怕，其實從喇合的話中、仇敵也是驚

慌害怕、他們也怕我們。故此、到了 24節，這兩個探子不再看環境，乃是用屬靈的

眼光看見仇敵的心、原來他們的心都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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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第 3章 過約但河 
3吩咐百姓、說：『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

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4只是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使你

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14百姓離開帳棚要過約但河的時候，抬約櫃的祭司乃在百姓前頭，15他們到了約但河、

腳一入水（原來約但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漲過兩岸）16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遠之

地、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裏停住、立起成壘…17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在約但河中的乾地

上站定，以色列眾人都從乾地上過去，直到國民盡都過了約但河。 
 

約書亞記第 4章 
8以色列人就照約書亞所吩咐的、按著以色列人支派的數目、從約但河中取了十二塊石

頭，都遵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的行了，他們把石頭帶過去、到他們所住宿的地方，就

放在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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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日那石頭還在那裏。 

o 約但河、預表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十字架是主一個人所承擔的，我們

無分、只能遠遠地觀看。 

o 十二塊石頭立在約但河中、預表我們與祂同釘十字架。另十二塊石頭立在岸上、預

表我們與祂一同復活、一同升天。換句話說、我們的舊人已經與主同埋葬，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也許這只是我們頭腦中的知識與道理，但

是神的真理不變，因為“直到今日那石頭還在那裏”。 
 

約書亞記第 5章 
2那時、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你製造火石刀，第二次給以色列人行割禮。3約書亞

就製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割禮。4約書亞行割禮的緣故、是因為從

埃及出來的眾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後、都死在曠野的路上。5因為出

來的眾民都受過割禮，惟獨出埃及以後在曠野的路上所生的眾民、都沒有受過割禮。9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我今日將埃及的羞辱從你們身上輥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

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輥”的意思）。 
 

o 舊的一代都死了，老舊的生命也都死了；新的一代需要行割禮。 

o 吉甲是行割禮的地方，神在那裏將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羞辱除去了。 

o 主在約但河已經做成十字架的工作，接著聖靈每一天都在吉甲行割禮，換句話說、

主的救恩已經完成，如今、聖靈每一天都在我們身上作工、對付我們的肉體。 
 

12他們吃了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嗎哪了，那一年他

們卻吃迦南地的出產。 

o 以色列人在曠野喝靈奶、吃嗎哪。他們在吉甲過了逾越節，如今開始吃迦南地的出

產，這說明他們的生命成熟長大，可以吃乾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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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這時、他們也將要面對仇敵了。耶利哥是以色列人進迦南之後所遇到的第一個敵

人，也是所有敵人的代表。 
 

13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

約書亞到他那裏、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14他回答說：

『不是的，我來是要做耶和華軍隊的元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什

麼話吩咐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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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約書亞接替摩西的職位帶領以色列人，很自然地、他以為他是以色列軍隊的元帥。

在屬靈的戰場上並不如此，我們的主才是耶和華軍隊的真正元帥。祂既不幫助我

們、也不幫助仇敵。祂不是站在我們這一邊，而是我們要站在祂那一邊。 

o 何地是聖地呢？有主同在的地方便是聖地。 

o 僕人是不穿鞋子的，兒子才穿鞋。就屬靈意義來說、當我們站在事奉的地位上、應

該把腳上的鞋子脫下來。 
 

約書亞記第 6章 
1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緊、無人出入。2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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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繞一次，六日都要這樣行。4七個祭司要拿七個羊角走在約櫃前，到第七

日、你們要繞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5他們吹的角聲拖長，你們聽見角聲、眾百姓要

大聲呼喊、城牆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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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吩咐你們呼喊的日子、那時才可以呼喊』。 
 

o 根據歷史記載、耶利哥城超級堅固，裏面的人都是大能的勇士、像巨人一樣，他們

的作戰策略很特別，他們把城門關得嚴緊、無人出去、也無人進來。神的策略更是

奇特，那就是以上 3-5節和第 10節所記載的。 

o 這種屬靈的戰略對以色列人來說、是新奇而不可理解的，不過他們“聽了、並且照

著行了”，這便是“信心”，正如希伯來書 11:30『以色列人因著信、圍繞耶利哥城

七日，城牆就倒塌了』。因此、他們大聲呼喊、打贏了與仇敵的第一次爭戰。 
 

o 關於舊約的這個戰略在新約有這樣的解釋：哥林多後書第 10章 

 
4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

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不僅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連爭戰的對象也不是屬血氣的，以弗所書

6:12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我們要認清、我們不是與人爭戰，而是與

背後掌權的仇敵爭戰。仇敵利用堅固的營壘、各樣的計謀、和自高之事來攔阻

人認識神，若是把這些攻破，便是腳掌所踏之地，可以得著屬靈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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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教會口才知識都全備，他們有各樣的恩賜，但是、他們也有各樣的計

謀、自高自大、結黨紛爭，讓仇敵在他們的心思裏面築了堅固的營壘。計謀、

指“愛講理由、爭道理”，惟有順服基督、將所有心意奪回、才能更認識神。 

 仇敵的營壘也在我們的情感裏面，使我們不能愛主所愛的，恨惡主所恨惡的。 

 我們的意志裏面也有許多營壘，使我們不能像主那樣禱告、說：『不要照我的

意思，只要照袮的意思』。 
 

o 屬靈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惟有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才能攻破堅固的營壘。如

何在神面前有能力呢？讓我們回到約書亞記第六章：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直接攻擊仇敵，而是繞城、每一天都要繞一次。 

 繞城的時候、不可呼喊、不可出聲。 

 七個祭司要拿七個羊角走在約櫃前，因此、繞城的時候要專注約櫃，換句話說、

要有一顆安靜的心、單單注視神。思想當初過約但河的時候、主在十字架上所完

成的救恩，就是與主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復活。這是信心的禱告、每天一次。 

 到第七日要繞城七次（七是完全的數字，不一定是七日），不靠自己的力量、乃

是倚靠神,以致在信心中看見所望之事與未見之事，信心就漸漸地被建立起來。 

 等時候到了，信心來了，大聲一呼喊，耶利哥城牆便倒塌，這是神面前的能力。 
 

18至於“你們、務要謹慎、不可取那當滅的物，就連累以色列的全營，使全營受咒詛。
19惟有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都要歸耶和華的庫中…21又將城中所有的、不拘男

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刀殺盡。 

o 在屬靈爭戰中、絕對不可取那當滅之物，這些物是要用火燒的，至於不被火燒毀的

金、銀和銅鐵、要歸入耶和華的庫中。因為所有的榮耀都要歸與神。 

o 21節所提到“城中所有的…都用刀殺盡”、是指屬靈的仇敵、不是屬血肉的敵人。 
 

24眾人就用火將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燒了，惟有金子、銀子、和銅鐵的器皿都放在耶和華

殿的庫中。25約書亞卻把妓女喇合與她父家、並所有的都救活了，因為她隱藏了約書

亞所打發窺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們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 

o 神得到一個最重要的擄物、就是喇合的一家。因喇合是一個妓女、又是外邦人，是

最不可能蒙恩得救的人，但是、神得著了她，因她帶下了大衛、合神心意的君王，

因著大衛、帶下主耶穌的降生。 

o 可惜、有人違反命令、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後來、以色列人竟然在攻打艾城（小

城）的時候、失敗了，使得眾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6約書亞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長老把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約櫃前俯伏在地、直到

晚上。10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樣俯伏在地呢？11以色列人犯了罪、

違背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12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 

o 耶和華知道誰拿了當滅的物，但是、祂要以色列人一個一個近前來，因為、當神的

家出了問題，每一個人都應當在神面前蒙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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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後來、在亞干的身上找到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還有金子和銀子。示拿是以前巴比

倫的所在地，示拿衣服是當時名貴的裝飾、是屬世界的；金子、銀子原本應該歸給

耶和華的，這樣竊取神的榮耀，在仇敵面前是站立不住的。25約書亞說：『你為什麼

連累我們呢？』於是、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眾人在亞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

頭，直到今日。因此、那地方名叫亞割谷。 
 

 一個人失敗受神管教、陷入低谷、毫無指望的時候，這便是“亞割谷”的處境。 

 何西阿書 2:14-15後來、我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對他說安慰的話，他從那裏

出來，我必賜他葡萄園、又賜他亞割谷作為指望的門，他必在那裏應聲（歌唱）

與幼年的日子一樣，與從埃及地上來的時候相同。 

 當我們失敗、卑微、沒有指望的時候，神為我們開了一扇“指望的門”，祂要

勸導我們，領我們到曠野、對我們說安慰的話，又賜給我們葡萄園，這是神的

心意。 
 

 以賽亞書 65:9-10我必從雅各中領出後裔，從猶大中領出承受我眾山的，我的選

民必承受、我的僕人要在那裏居住，沙崙平原必成為羊羣的圈、亞割谷必成為牛

羣躺臥之處，都為尋求我的民所得。 

 亞割谷要成為牛羣躺臥之地，神供應糧食使我們飽足，祂也把安息賜給我們。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袮！謝謝袮藉著袮的話教導我們、叫我們剛強壯膽，因為袮已經把

我們腳掌所踏之地都賜給我們了。甚願在屬靈爭戰中，我們能夠持定袮這位元首，我們站

在僕人的地位來仰望袮，袮在十字架上已經做成一切，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

乃是在袮面前有能力。主啊！在我們裏面有許多營壘，幫助我們一一攻破，求主奪回我們

的心意，使我們能夠順服。即使我們失敗、受管教、被帶到亞割谷，請袮安慰我們、賜給

我們指望之門，並賜糧供應我們、也把屬天的安息賞賜給我們。把所有的敬拜、讚美都歸

給袮，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