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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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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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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曠野、和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處、都要作你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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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裏去、
都可以順利。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
亨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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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記 1:1-9) 
 

一、照神吩咐剛強壯膽 
二、遵行律法凡事順利 
三、因神同在爭戰得勝 
 
    我們的神是永遠得勝的神，你要站在得勝的一邊嗎? 得勝的人生是爭戰的人生，但不是憑自己爭戰得
勝，乃是靠著順服神而得勝。以色列人順服神所按立的領袖，出埃及是由利未支派的摩西作領袖。神用
埃及王宮長大的摩西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要設立敬拜的樣式與中心，利未支派被分別為聖，神以祂
的先見，揀選利未支派的摩西。 
 
一、照神吩咐剛強壯膽 
 
    軍隊的行進是要勇敢的面對爭戰的敵人，毫不畏懼，因為神與他們同在，神派軍長率領他們。「官長
又要對百姓宣告說、誰懼怕膽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樣。」(申 20:8) 
  
1. 神藉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說的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
丟棄你。」(申 31:6) 

 
這一個剛強壯膽的應許是給以色列每一個人的。於是他們不要怕敵人高大強壯，不畏懼迦南諸地的城

牆堅固難攻。 
 

2. 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向約書亞說的 
 

「摩西召了約書亞來、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對他說、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耶和華
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你也要使他們承受那地為業。」(申 31:7) 

 
約書亞不但可以進入應許之地，並且神要使用約書亞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為業。不但進入，並要爭戰

得勝。不但爭戰得勝，還要按神的意思分配地土。不但分配地土，並要得那地永遠為業。 
 

3. 神親自三度向約書亞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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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書

1:6)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那裏

去、都可以順利。」(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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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1:9) 
 
當約書亞聽見神向眾人說的，也聽見神藉著摩西向他說的，約書亞還聽見神自己對他說的。這是甚麼

原因呢? 因為這在人實在是太難相信了，如何能對抗強大善戰，且位居戰略要地的眾王呢? 神體恤約書亞
的軟弱。 

 
4. 以色列的百姓向約書亞說的  

 
「他們回答約書亞說、你所吩咐我們行的、我們都必行．你所差遣我們去的、我們都必去。我們從前

在一切事上怎樣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聽從你．惟願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在、像與摩西同在一樣。無
論甚麼人違背你的命令、不聽從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話、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剛強壯膽。」(書 1:16-18) 

 
二、遵行律法凡事順利 
 
1. 付順服的代價: 受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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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就製造了火石刀、在
除皮山那裏給以色列人行割禮。」(書 5:2-3) 
以色列人在吉甲受割禮，意義是從以色列人身上除去埃及的羞辱。成年男丁受割禮是很疼痛的，他們願
意順服神的命令。 
 
2. 將神放在第一位: 守逾越節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書 5:2-3) 強敵當前，以色列
人在耶利哥平原不是預備打仗，乃是在正月十四日晚上守逾越節。這是蒙神悅納的事奉，是對神有信心
的表現，是誠心實意的事奉。 
 
3. 全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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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5:12) 神在以色列人吃迦南地的出產後，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降嗎哪是神蹟，是神的供
應。嗎哪停住的時刻也是神蹟，是神更豐盛的供應。嗎哪是當時天上降下來的糧，暫時供應以色列人走
曠野的需要，豫表基督是天上降下來的糧，迦南地的出產更進一步的豫表基督是應許之地的豐盛供應，
是天上降下來的真糧，是生命的糧。耶穌說: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
永遠不渴。」(約 6:35) 食物的轉換代表著時代的轉換。 
 
4. 神親自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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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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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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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約書亞有智慧，當他看見一個人有一個人手裏有拔出來的刀，對面站立的時候，他懂得如何問問
題，他能屬靈的透視，他能認出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他也有謙卑順服的心，願意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
拜，並脫下腳上的鞋。 
 
三、因神同在爭戰得勝 
 
1. 不是一代得勝,救恩直到萬代 
 
(1) 亞當家 
    我們都是亞當的後裔，亞當是神的兒子。(路 3:38) 亞當是照著神的形像，樣式造的。「神從一本造出
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徒 18:26) 神應許女人的後裔，就是基督，要勝過撒但，拯救全人類。(創
3:15) 基督是末後的亞當。(林前 15:45) 
 
(2) 挪亞一家 
    我們都是挪亞的後裔，在洪水氾濫淹沒全地時，只有挪亞一家八口得救。世上萬族都是從挪亞的後裔
繁衍出來的。(創 10:32) 基督是方舟，凡進入方舟的人都可以得救，凡在基督裏的都可以得救。 
 
(3) 亞伯拉罕一家 
    「神不救拔天使，但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來 2:16) 我們因著信，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亞伯
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是人的父。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
多國的父。」(羅 4:17) 希伯來文「亞伯拉罕」就是多國之父的意思。基督是亞伯拉罕所仰望的，也是基
督耶穌的先祖。 
 
(4) 逾越節的家 
    每一家取羊羔，羊羔的血必塗在門框門楣上，進入家中的長子就得以存活。基督是逾越節的羊羔，已
經被殺獻祭了。(林前 5:7) 
 
(5) 喇合家 
    妓女喇合救了以色列探子的性命後，探子起誓，「我們來到這地的時候，你要把這條朱紅線繩繫在縋
我門下去的窗戶上，並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門往街上去
的，他的罪必歸到自己的頭上與我們無干了，凡在你家裏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歸到我
們頭上。」(書 2:18-19)  
 
(6) 大衛家 
    猶大王約蘭作猶大王，行神眼中看為惡的事，與亞哈家一樣，因為他娶了亞哈的女兒為妻，行耶和華
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卻因他僕人大衛的緣故，仍不肯滅絕猶大，照祂所應許大衛的話，永遠賜燈光
與他的子孫。」(王下 8:16-19)  
 
(7) 哥尼流家 
  哥尼流請了他的親屬密友在他家中等候彼得來傳福音，他們全都得救了。(徒 10:24,48)  
 
(8) 呂底亞家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 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
他的心、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詁。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
們說、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請到我家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徒 16:14-15)  
 
(9) 腓立比禁卒家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10) 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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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弗 2:19) 
 
(11) 以色列的全家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
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羅 11:25-26)  
 
2. 向神求永恆的產業 
 
    在分地的事上，祈求就得著。「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太 7:7) 這是因為將產業賜給得勝者是神的心
意，很多人不相信求就得著，因為他們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求。若按神的旨意求，必蒙垂聽。「我們若照
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既然知道他聽我們一切所求的、就知
道我們所求於他的無不得著。」(約一 5:14-15) 不要作那得不著是因為我們不求的人。 「你們貪戀、還
是得不著．你們殺害嫉妒、又鬥毆爭戰、也不能得．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雅 4:2) 當然也
不要作妄求的人。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要浪費在你們的宴樂中。」(雅 4:2) 人必須要對
，所求的必蒙應允。 
 
 (1) 西羅非哈之女求迦勒求產業 
 

在進迦南地前，瑪拿西的玄孫西羅非哈之女曾向摩西求產業，神應允。「為甚麼因我們的父親沒有兒
子、就把他的名從他族中除掉呢．求你們在我們父親的弟兄中分給我們產業。於是摩西將他們的案件、
呈到耶和華面前。耶和華曉諭摩西說、西羅非哈的女兒說的有理。你定要在他們父親的弟兄中、把地分
給他們為業．要將他們父親的產業歸給他們。」(民 27:4-7) 

 
進入應許之地後，約書亞將產業分給西羅非哈的女兒們。這是為何瑪拿西在約但河東和約但河西都有

產業的原因。產業是得勝者的獎賞，你願意有份嗎?「瑪拿西的玄孫、瑪吉的曾孫、基列的孫子、希弗
的兒子西羅非哈、沒有兒子、只有女兒、他的女兒名叫瑪拉、挪阿、曷拉、密迦、得撒、他們來到祭司
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眾首領面前、說、耶和華曾吩咐摩西在我們弟兄中分給我們產業。於是約
書亞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在他們伯叔中、把產業分給他們。」(書 17:3-4) 
 
(2) 流便迦得瑪拿西支派求河東之地 
 

流便迦得瑪拿西支派求河東之地為產業。 
「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我們為業、不要領我們過約但河。」(民 32:5) 摩西應允

他們所求，到了分地的時候，他們得到他們所求的。「瑪拿西那半支派、和流便迦得二支派、已經受了
產業、就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在約但河東所賜給他們的、」(書 13:8) 

 
(3) 以法蓮求的山地 
 
    約瑟的子孫來見約書亞，求更多的產業，他們族大人多，需要更多的產業。 
    「約瑟的子孫對約書亞說、耶和華到如今既然賜福與我們、我們也族大人多、你為甚麼但將一鬮一
段之地、分給我們為業呢。約書亞說、你們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蓮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
利乏音人之地、在樹林中砍伐樹木。約瑟的子孫說、那山地容不下我們、並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
住伯善和屬伯善的鎮市、並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鐵車。約書亞對約瑟家、就是以法蓮和瑪拿西
人、說、你是族大人多、並且強盛、不可僅有一鬮之地．山地也要歸你、雖是樹林你也可以砍伐、靠
近之地、必歸你．迦南人雖有鐵車、雖是強盛、你也能把他們趕出去。」(書 17:14-18)  
 
 (4) 迦勒求的地 
 

迦勒來到吉甲見約書亞，求產業，蒙應許得希伯崙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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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將耶和華那日應許我的這山地給我．那裏有亞衲族人、並寬大堅固的城、你也曾聽見了．或者
耶和華照他所應許的與我同在、我就把他們趕出去。於是約書亞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祝福、將希伯崙給
他為業。所以希伯崙作了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業、直到今日．因為他專心跟從耶和華以色列
的神。」(書 14:12-14) 

 
(5). 約書亞求的地 
 

約書亞得以亭拿西拉永遠為業，這地是他向神求來的。「以色列人按著境界分完了地業、就在他們中
間將地給嫩的兒子約書亞為業．是照耶和華的吩咐、將約書亞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拉
城、給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書 19:49-50) 

 
3. 後裔蒙最大的祝福 
 
    蒙福與蒙咒詛是我們是否揀選神的必然結果，雖然原則上，孩子可因父母歸向神而蒙福。正如神在申
命記中如此命令:「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牠，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
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申 5:9-10) 然
而，每一個人都要為他自己的選擇負責任。我們應當離棄偶像，敬拜真神。「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
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祂兒子從天降臨，就是祂從死裏復活的，那位救我們脫離將來忿怒的
耶穌。」 (帖前 1:9-10) 「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
邊所事奉的神呢? 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神呢?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 24:15) 
 
1. 我們是神從萬民中所揀選的兒女，所以我們靠神得勝。 
 
2. 我們是神從世界中所救贖出來的，所以我們靠神得勝。 
 
3. 我們是神以大神蹟帶領過的百姓，所以我們靠神得勝。 
 
4. 我們是神率領爭戰而得勝的軍兵，所以我們靠神得勝。 
 
5. 我們得到神賜給我們永恆的產業，所以我們靠神得勝。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我們是與主一同復活，與祂一同坐在天上。「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的恩慈、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看．」(弗 2:6-7) 

  
    因為主已得勝，我們在祂裏面可以誇勝。「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
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 2:14)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
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
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弗 1:17-19) 
 
6: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6: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

的惡魔爭戰。  
6:13 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6:14 所以要站穩了、用真理當作帶子束腰、用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  
6:15 又用平安的福音、當作預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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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此外又拿著信德當作籐牌、可以滅盡那惡者一切的火箭．  
6:17 並戴上救恩的頭盔、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6: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儆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  
6:19 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能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祕、  
6:20 （我為這福音的奧祕、作了帶鎖鍊的使者)並使我照著當盡的本分、放膽講論。  
 
    當耶穌在十字架上藉著死，戰勝了掌死權的魔鬼，第三日從死裏復活，我們信基督的人就在基督裏已
經得勝。但是我們仍活在這個撒但仍然頑強抵抗的邪惡世界。直等到耶穌基督再來，那日，世上的國就
成了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遠。我們信主的人現在已經站在得勝者的行列中，與主一同坐在天
上，等候耶穌的再來，那時我們要得到一個榮耀的屬天身體，接受得勝者的獎賞，與主一同作王，直到
永遠。因此我們要剛強壯膽。這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於 6/6/1944 在諾曼地(Normandy)登陸反擊佔領
歐州大陸的德軍，這天被稱為 D-Day, 就是決定性的那一個日子。從那一天起，德國受到致命的打擊，
節節退後。直到 V-Day，就是在 4/30/1945 那一天，柏林被攻破，希特勒自殺，他的勢力完全瓦解。願
神祝福大家。 
     

信息大綱:  得勝的人生 (約書亞記 1:1-9)     孫雅各牧師 
 

我們的神是永遠得勝的神,你站在得勝的一邊嗎? 得勝的人生是爭戰的人生,不是憑自己的力量來爭戰,
乃是靠著順服神而得勝.神賜永恆的產業給得勝者. 

 
一、照神吩咐剛強壯膽 

約書亞如何能勝過強大善戰,位居戰略要地的眾王呢? 神體恤約書亞的軟弱. 
1. 神藉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說:「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申 31:6) 
2. 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向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申 31:7) 
3. 神親自三度向約書亞說:「你當剛強壯膽.」(書 1:6,7,9) 
4. 以色列的百姓向約書亞說:「你只要剛強壯膽.」(書 1:16-18) 
 

靠著神的應許與能力,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因約書亞的順服,以色列人爭戰得勝, 居住迦南
美地,拈鬮分地, 各支派得到產業,永遠為業. 
 
二、遵行律法凡事順利 
1. 付順服的代價: 受割禮,神吩咐約書亞為成年男丁行割禮,除去羞辱.(書 5:2-3) 
2. 將神放在第一位: 守逾越節,正月十四日,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書 5:2-3)  
3. 全新的開始: 吃那地的出產,第二日嗎哪就止住了.(書 5:12) 代表新的開始. 
4. 神親自帶領: 約書亞向耶和華軍隊的元帥俯伏下拜, 謙卑地脫下鞋.(書 1:6) 
 
三、因神同在爭戰得勝 
1. 不可悖逆: 亞干犯罪,以色列敗於艾城,認罪後,再度得神的同在.(書 7:1-8:29)  
2. 向神求永恆的產業:在分地的事上,因按神旨意求,所以祈求就給他們.(太 7:7) 
(1) 西羅非哈之女求迦勒求產業,神喜悅他們看重產業而應允. (17:3-4) 
(2) 流便,迦得,瑪拿西支派求河東之地, 神應允他們的祈求.(書 13:8) 
(3) 以法蓮求更多的產業,因為他們族大人多,需要更多的產業. (書 17:14-18) 
(4) 迦勒求得希伯崙的山地和城邑為業, 神使用他趕出亞衲族人. (書 14:12-14)  
(5). 約書亞求得山地的亭拿西拉永遠為業,蒙神應允.(書 19:49-50) 
 
    以弗所書啟示,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在基督裏我們已經得勝,雖然現在仍活在撒但頑強抵抗的世界
中,但基督再來時,世上的國就成了主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遠.我們站在得勝者的行列中,基督是我們
的產業,應當剛強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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