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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课 讲稿 

我们的课程进行到了这个阶段，你们将会开始认识到，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不

仅必须理解、解释和应用经文本身，而且为了能够欣赏到真理的全部奇妙之处，我们必须

在上帝的整个宏伟计划的背景下来解读这段经文。为此，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所以我们在

学习过程中一直在讲解把这些分散的点串连起来的必要性和方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

解上帝藉着一段经文或一个故事所要传达的信息。这对于我们理解应许之地在上帝的救赎

历史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土地在整个旧约时代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

它与关于产业的概念如何联系在一起？这一切对于旧约时代的教会具有什么神学意义？这

些主题如何传递到新约之中？新约如何在其上建造？我们在哪里看到了应许之地的最终实

现？ 

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下应许之地这个基本的主题。伊甸园是上帝起初赐给亚当的领土，

上帝在那里与他同住。上帝在《创世记》第 1 章 28 节中吩咐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

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唉，那个乐园因为人堕入了罪中而

失去了，但请注意，新的应许之地伴随着类似的、更新了的呼召——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

 
本课主题: 

上帝救赎祂的百姓是为了带领他们来到应许之地，承受属天的产业，祂在那里将永远
与他们同住。 

经文: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
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前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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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迦南地。上帝命令他们要清除那地的异教徒和偶像，建立一个圣洁的居住之地，在那

里与他们圣洁的上帝同住。 

摩西给了他们明确的指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应当彻底摧毁和消灭那地的人，尤

其是居住在那里的七个邪恶的民族，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恤他们。他们不可让一个

有气息的存留。那意味着他们应当杀死那地上所有的动物和人。他们应当将赫人、亚摩利

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都灭绝净尽。你们在《申命记》第

7 章中可以看到上帝的这个命令。对于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的这七个民族以外的人，他们应

当杀死所有的男子，留下女人、孩子、牲畜和战利品。做这一切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圣洁

之地来给上帝居住。 

现在，你们应当记得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包括一个应许之地。我们在《创世记》第

12 章 1 节中读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上帝在《创

世记》第 17 章 8 节中记录的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重复了这一点：“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

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上帝。”到了以撒、

雅各和雅各的儿子的时代，对应许之地的盼望越来越强烈了。还记得约瑟的骸骨吗？当摩

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之后，这个盼望更加强烈了。他们出发去占领 400 多年前应许给他们

的土地，但那片土地本身并不是他们的目标。那地是用来实现赐给他们后裔的应许的。那

个后裔居于最优先的位置。那片土地是赐给他们的产业，能够帮助实现上帝要与他们同住、

住在祂百姓当中这一约的应许。那片土地被分配给了每个支派，在每个支派内部又把土地

分给了不同的家庭作为他们永久保留的产业，这样应许就应用到了个人身上。 

这个原则也有一个例外的情况。上帝没有把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部分赐给大祭司亚伦

和他的后裔利未人为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本身。你们在圣经中的一些地方可以看

到这一点，例如《申命记》第 18 章 1-2 节。所以祭司家族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时刻提醒

人们关于产业的应许永远不会在地理意义上的产业中彻底实现，而是在基督的属灵产业中、

有基督同在时才能彻底实现，我们稍后将会探讨这一点。你们也必须注意上帝关于祝福和

咒诅的应许之间的关系，因而也要在恩典之约这个背景下注意上帝的命令，此处要把恩典

之约与应许之地联系起来。这个应许必须凭着信心领受，满怀信心积极地顺服上帝的命令。

你们看，这解释了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的故事，是不是？派出去的探子中有十个是不信的，

有两个是信的，就是迦勒和约书亚。这解释了上帝的审判临到以色列人、剥夺了应许赐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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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产业的原因。他们随从那十个探子，不信上帝的应许。他们违背了上帝的约。他们

是背约者，因此收获了上帝在约中所宣告的咒诅。他们在旷野里辛苦漂泊了四十年，所有

年龄在二十岁以上的人都死了，没有享受到应许之地。 

然而，约书亚和迦勒凭着信心进入了那地。请注意《民数记》第 14 章 24 节中对于迦

勒的美好描述：“惟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

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你们要注意到在《约书亚记》这卷书的开头

和结尾，即第 1 章和第 23 章，都强调顺服，这是信心结出的果子。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

的，在上帝的约民之中存在一个区别，就是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区别；有形教会是由外

表看起来是信徒的人组成的，无形教会是由真信徒组成的。新约圣经中《罗马书》第 2 章

和第 9 章等处都提到了这一点。这个重要的神学原则在旧约的其余部分以及新约中都具有

重要意义。我们还注意到，那些原本在圣约之外的人，可以藉着信心被带领进入圣约之中。

所以，外邦人喇合是这个时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希伯来书》第 11 章 31 节说：

“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期间，上帝仍然怜悯他们，把福音摆在他们面前。《希伯来书》

第 4 章 2 节在谈到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时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

其中一个例子是旷野中的铜蛇。我们在《民数记》第 21 章中可以读到这个故事。这在基督

里成全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3 章 14-15 节中是这样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祂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福音在旷野里也

仍然继续被宣讲着。以色列人因着不信和悖逆违背了圣约，所以他们必须先更新与上帝所

立的约才能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应许之地。这是证实上帝已经与他们立过的约，这记录

在《约书亚记》第 5 章中，约书亚给以色列的所有男子行了割礼——割礼是约的记号和印

记；然后他们在吉甲守逾越节——立约之餐。 

这标志着从旷野漂流到征服之旅的转变。经上告诉我们，吗哪止住了，他们开始吃迦

南地的出产。在这一章的结尾，约书亚看到上帝向他显现了，像《出埃及记》第 3 章记载

的摩西的经历一样，约书亚受到吩咐要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还有很多可以讲的。例如，你们也应当注意到《申命记》中记载的邪恶和基利心山与我们

在《约书亚记》第 8 章中看到的内容的联系。《约书亚记》的前 12 章简要记载了以色列人

征服迦南地的经过，第 13 至 21 章记载了他们如何分配土地，第 22 至 24 章记载了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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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片土地上安息。我们稍后会回过头来讲最后一点的意义，关于安息这一点的意义。经上

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略的草图，但这个时期其实充满了丰富的福音真理。例如，我们可

以探讨庇护城的神学意义，以及它们如何为“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一启示提供了背景；

这个启示是贯穿在整个新约中的福音主题。但我们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发现，上帝的百姓占

领迦南地，指向的是将来作为上帝的百姓生活在祂的国度中这个现实。 

这带领我们来看下一点：第二，一个实现应许之地。亚伯拉罕被描述为客旅和寄居的，

住帐棚之人。在旷野里期间，整个以色列民族的经历强调了这个概念。他们也是异乡人，

是外人，是朝圣者，那么这传达了什么信息？这意味着他们不属于那里，但这也意味着他

们无家可归。他们无家可归。他们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常住和扎根的

地方。他们还没有到达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会幕是天堂的缩

影，但它反映了上帝对全地的计划，对整个应许之地的计划。那地是上帝要住在祂的百姓

当中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都不仅看到了应许之地这个象

征物，而且看到了它所象征的地方，上帝的应许将在那里彻底实现，他们将在上帝的永恒

居所永远与上帝同住。 

我们看到新约中也教导了这一点。《希伯来书》第 11 章 10 节和 16 节说，亚伯拉罕

“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稍后继续说道）他们却羡慕一个

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经给他

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启示录》第 21 和 22 章描述了它的样子。

同样，摩西看重所要得的赏赐。在同一章中，就是《希伯来书》第 11 章中，我们读到旧约

时代那些有信心的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你们看，他们的

目光都远远超越了应许之地。他们盼望那地所象征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永恒产业。你们需

要明白旧约的词汇和概念，因为它们一直沿用到新约时代，并适用于所有的信徒，无论犹

太信徒还是外邦信徒。他们仍然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朝圣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无家

可归的人。我们应当思想上面的事。我们应当谈论天上的事。我们寻求一片比这个世界更

大的土地。我们在朝着最终的目的地前进，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家，我们将在那里永远与基

督同住。 

那片土地的象征意义以及关于产业的应许作为一个整体都延续到了新约中，是新约中

的一个显著主题。真信徒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他们领受了来自上帝的产业。上帝命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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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享受那应许。《彼得前书》第 1 章 4 节证实上帝赐给了祂的百姓“不能朽坏、不能

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基督也应许了这一点。例如，《约翰福音》

第 14 章 2-3 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中心点是与基督同在，与耶稣同在，基督在永恒的应许之地与祂的百

姓同住。像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我们的产业是耶和华本身，是看见和分享祂的荣耀。

《约翰福音》第 17 章 24 节记载了耶稣在祂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中说：“父啊，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

已经爱我了。” 

我再说一遍，这一切都与恩典之约的进展和实现有关。我们读到：“为此，祂作了新

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来 9:15）。请注意《启示录》第 21 章 7 节中用来描述天堂的话：“得胜的，必承受这

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这是圣约中的话。正如迦南地被分配给以

色列各支派的百姓为业，主也预备好了在天堂中分配给每个信徒一份产业。你们还记得

《约书亚记》中强调上帝在那片土地上赐给祂的百姓安息吗？《希伯来书》阐明了这也在

天堂这个最终的应许之地上实现了，那里是我们的安息之地。《希伯来书》第 4 章 9 节说：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 

你们还应当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等同于新约中的“耶稣”这个名字，它们的意

思是一样的，都是“耶和华拯救”。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 1 章 21 节中读到：“你要

给祂起名叫耶稣，因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约书亚指向的是基督，想一

想他们之间的联系，例如《约书亚记》第 1 章中记载了上帝赐给约书亚的使命，上帝在那

里呼召他为上帝攻占那片土地；另一方面，《马太福音》第 28 章的末尾记载了基督赐给教

会的大使命，祂吩咐教会为基督去教导，去赢得世界各国的人。请注意在这两处地方，上

帝都强调同一个应许：“我必与你们同在”。 

当代有些基督徒因为错误地强调当今以色列地理意义上的领土的意义以及它对于犹太

人和教会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神学概念是很混乱的。他们的观念止步于旧约时代关于土

地的应许，没有追溯其起初的象征意义以及其在新约中的实现。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旧约

中的圣徒和新约的作者都没有犯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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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来简要探讨一下《士师记》和《路得记》如何切合这一课的主题。这两卷

书记录的都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之后发生的事件。我们首先来探讨《士师记》

这卷书。约书亚和众位长老死后，以色列进入了士师时期，这是摩西和约书亚时代与《撒

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君主国的兴起之间的过渡阶段。正如以色列凭着信心结出的顺服的果

子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只能凭着同样的信心和顺服才能继续享受这地。上帝的约中既应许

了祝福，也宣告了咒诅，并带着命令。 

所以，《士师记》开篇记录的是以色列人没有顺服上帝的命令，没有彻底赶出和消灭

上帝赐给他们的那片土地上的各邪恶民族。以色列人的一个主要反应是他们的懒惰，表现

在他们不愿意赶出迦南地的这些民族，而是出于他们的贪婪，想要利用这些民族来使他们

自己得益。如约翰﹒加尔文所注释的：“上帝把这片土地的全部治理权赐给了他们，他们

却丝毫不知感恩，弃绝了全部的治理权，只要一部分治理权。”这导致了偶像崇拜。这导

致了发生在会幕中的败坏、不道德和骄傲，于是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的土地被人毁坏和

掠夺，迫使他们服侍别的民族。上帝警告他们说，他们的失败将会导致异教徒“必作你们

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我们在《士师记》第 2 章 3 节中可以看到这句

话，《撒母耳记上》第 12 章再次叙述了这件事。 

整卷书遵循着同样的循环模式。你们看到以色列人恶贯满盈，然后我们看到那激起了

上帝的忿怒。上帝降下苦难，管教他们，然后他们悔改，呼求上帝。上帝回应他们的呼求，

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主和士师，然后百姓重新振作起来，击败了那些民族，接下来他们享

受了一段时间的安息。但这个循环过程一直在继续：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发怒管教他们、

他们呼求上帝、拯救者兴起、击败外族人、得享安息。每一次，他们都很快又回到了自己

固执的老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反复出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如上帝所警告他们的，残留的异教徒因着他们邪恶的道路和他们错误的敬拜对以色

列人的影响，成为了大有能力的网罗。请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第 6 章 14-18 节，因为我

们发现上帝在新约中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事实上，上帝在对新约教会讲话时使用了同样的

圣约中的语言。《哥林多后书》第 6 章 14-18 节是以我们在旧约中的发现为根基的。 

最终，在旧约的后面部分，以色列人的拜偶像和悖逆将会导致他们全部被逐出那片土

地，被掳至异国他乡。我们在整卷书中都看到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罪无法享受那片土地，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帝恩慈地赐给了他们这些士师，这些拯救者，呼召他们悔改并拯救他们。

105 
 



但每次拯救都只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他们需要一位合乎上帝自己

心意的君王，如我们在《列王纪上》第 14 章 8 节中读到的，他只行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

支持上帝所救赎的国度的规则和治理。《士师记》这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说：“那时以色

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我们也需要探讨《路得记》。路得的故事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以一个家庭的经历

为中心，就是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一家。以色列遭遇了大饥荒，如我们在《申命记》第 28 章

5 节及以下的经文中所看到的，那是约的咒诅的记号。以利米勒离开了自己在伯利恒的家。

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他离开了应许之地，离开了有上帝的同在、应许和供应的

地方，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去住在摩押地的异教徒当中。他死在了那里。他的两个儿

子分别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后来他的儿子们也死了，于是拿俄米要返回家乡。我们看到经

上优美地描述了她的儿妇路得的信心，以及她的悔改归主，她紧紧跟从耶和华。整卷书充

满了关于福音真理的优美描述，但我们只能简要阐述《路得记》中与本课有关的主要主题。 

这些主题，往前看与律法有关，往后看与主耶稣基督有关。所以，首先，你们必须明

白律法才能读懂《路得记》。我们需要解释律法中两个重要的制度。第一个被称为寡妇与

亡夫的兄弟结婚的制度。你们可以在《申命记》第 25 章 5 节及以下的经文中读到相关的内

容。如果一个以色列人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兄弟或近亲就有责任与他的遗孀结婚，为他

的兄弟养育后代，藉此保留他家族的产业和土地。从我们学过的内容中，你们知道这一点

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个制度，寡妇与亡夫的兄弟结婚这个制度，是婚姻的一般规则中的一

个礼仪性的例外情况。但第二，我们需要探讨我们所说的血亲赎房地产的制度。你们也可

以在《利未记》第 25 章中读到相关的内容。 

希伯来词 Goel 的意思是血亲、救赎者、近亲或至亲。这个人有责任买回或赎回一个家

庭成员因各种原因失去的土地，从而保护和捍卫这个家族的利益。这一点在《路得记》中

非常突出——Goel这个词，表示血亲或救赎者的这个词，在这卷简短的书中使用了 20次，

所以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在这个制度背后，你们需要明白一个事实，即上帝

自己是以色列人的血亲救赎主。我们可以引用许多经文来证明上帝是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

和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那位。那片土地归根到底是上帝的土地，是上帝的居住之地，

所以它不能被卖掉，而是要被赎回来。血亲救赎者虽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义务那样做，

但他有权力那样做，他有权赎回一个家庭成员。他可以把一个家庭成员从为奴的状态中赎

106 
 



出来。他可以把卖给别人的土地赎回来。他可以遵从我们先前谈到过的与亡兄的遗孀结婚

的制度；在谋杀案中，他可以报血仇。这是庇护城的背景的一部分。所以，他作为上帝的

代理者来赎回一个家族的人、产业、血、名字和后裔。 

现在你们很容易看出来《路得记》如何切合这一课的主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

故事。它提供了关于上帝及其福音恩典的启示。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不是拿

俄米、路得或波阿斯，而是我们的血亲救赎主基督。像波阿斯一样，基督确保在天上为祂

的百姓存留名字和永恒的产业。基督买回了我们的产业，使我们与祂同为后嗣。你们翻到

《路得记》的最后部分，第 4 章的末尾，会看到一个家谱。很多人都想略过圣经中记载的

家谱不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上帝绝对不会把任何一个不必要的词包含在圣经之中。

你们会注意到《路得记》是以一份家谱作为结尾的，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在

下一课中将会回答这个问题，下一课是关于大卫的。 

现在你们明白了关于土地和产业的概念的救赎性历史意义，就可以看出来新约是如何

在这个主题之上建造的。你们将会看到新约中多次提到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祂的福音

得到的产业。《歌罗西书》第 1 章 12 节中的话将会带领你们“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

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总之，我们在这一课中认识到上帝救赎了祂的百姓，为的是带领他们来到应许之地，

赐给他们属天的产业，祂将在那里永远与他们同住。《士师记》和《路得记》的末尾都搭

建好了舞台，让我们预备好接受一位君王。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以色列最伟大的君

王大卫的地位，同时展开上帝关于救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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