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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建造与争战总是并行的；我们若要有
建造，就必须准备争战。石头、铁、山和铜，乃
是为着建造并为着争战(Ⅰ)。圣经开始于泥土
人，继之以石头人，完成于石头城；这是神的经
纶。美地的石头是铁、铁表征基督的权柄。我们
若能在复活中运用基督的权柄，我们就有安全和
保护(Ⅱ)。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山内可以挖铜的
地。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保护我们脱离撒
但的控告；这胸甲是基督作我们的义。救恩的头
盔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Ⅲ)。我们都需要看见，
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该是
今天的约书亚和迦勒，与撒但空中的势力争战，
使我们更多得着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体，建立
并扩展神的国(Ⅳ)。                                                                                                                                                                                                                                                                                                            
Ⅰ.石头、铁、山和铜，乃是为着建造并为着争战： 
申8:9 …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周
一・二)尼4:17 建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
带兵器，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 
A. 建造与争战总是并行的；我们若要有建造，就
必须准备争战。 
B. 为着建造，我们需要材料，为着争战，我们需
要兵器；这些全靠石头、铁、山和铜。 
Ⅱ. 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其中的石头是铁的地： 
A. 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这意思是，基督是
为着神建造的材料，神的建造完全是出于基督
的： 
1. 石头在圣经中是重大的项目： 
ａ. 神用泥土造人；因此，头一个人是泥土人。 
ｂ. 在基督里神亲自来作人，这人是石头人。 
ｃ. 在圣经末了，有一座石头城。 
ｄ. 圣经开始于泥土人，继之以石头人，完成于
石头城；这是神的经纶。 
2. 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是我们可以靠着得
救的那一位；祂是石头救主—坚实、刚强、可
靠。3. 基督和信祂的人都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ａ. 我们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成为活石，被建造
成为属灵的殿。ｂ. 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好
使活石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把我们作成活石，
为着神的殿。罗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
心思的更新而变化…。                   周一 
B. 铁表征基督的权柄：太28:18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 属灵的权柄总是在复活里的；所以，我们要有
权柄，就必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ａ. 我们若
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行事为人，就有权利支取祂
的权柄。ｂ. 我们若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就自
动有分于基督的权柄。ｃ. 召会的权柄完全是在
复活里；召会的权柄乃是在于圣徒知道什么叫作
与基督同钉，并活在复活里。 
2. 我们若能运用基督的权柄，我们就有安全和保
护。 

申33:25 你的门闩是铁的，是铜的；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周二 
Ⅲ. 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山内可以挖铜的地： 
结34:13 我必把他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各国聚集他
们，引导他们归回自己的地，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
切溪水旁边，在那地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 
A. 在圣经中，山表征复活和升天： 
1. 美地的山预表复活并升天的基督。 
2. 基督是复活并升上高处的那一位，祂乃是高
山。 
3. 我们在升天的基督里能从事属灵的争战，因为
在基督的升天里有实际（亚玛拿）、得胜（示尼
珥）以及毁灭仇敌（黑门）等高峰。歌4:8 我的新
妇，求你与我一同…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门
顶，…从有豹子的山岭，来观看。         周三 
B. 在旧约里，青铜（Bronze）和铜（Copper）二
字交互使用，指相同的材料。 
C. 铜表征基督的审判： 
1. 基督工作和行动的闪耀，是由祂的手和脚如闪
耀发亮的铜所表征： 
但10:5-6 …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精金
带。祂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
把，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 
ａ. 铜表征神的审判，使人明亮。ｂ. 基督受神
审判、试炼，而神的试炼和审判就使祂明亮如闪
耀发亮的铜。 
2. 基督的脚好象明亮的铜，表征祂完全且明亮的
行事为人，使祂够资格施行神圣的审判。 
启1:15 脚好象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 
3. 应用基督作铜，就是看见祂是完全的一位，发
光的一位，是受试验并被验证的一位： 
ａ. 基督这受试验、被验证的一位，是完全、光
明、照亮的一位；祂是我们的遮盖；仇敌在祂身
上不能作什么。 
ｂ. 我们需要应用基督作我们的遮盖： 
⑴ 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保护我们脱离撒但
的控告；这胸甲是基督作我们的义。 
⑵ 救恩的头盔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乃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那拯救的基督。   周四 
Ⅳ. 我们若要经历基督作石头、铁、铜，就必须
有某种程度属灵上的成熟；当基督徒中间有了成
熟的生命，神居所的建造就得以进行，也能打属
灵的仗： 
A. 约书亚一章三节指明，虽然神已经将美地赐给
了以色列，以色列仍然需要去取得美地；他们需
要与神合作，起来达成神的使命去据有那地。书
1:3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
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B. 我们若要据有基督作美地，仍需要借着相信主
并在身体的原则里从事属灵的争战；我们也需要
领悟，争战的不是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去，并
为我们争战。 
C. 约书亚引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取得那
地，据有那地，并享受那地：书1:6 你当刚强壮



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
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 
1. 约书亚要被神的话占有，也要让话占有他。 
书1: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
想，好使你照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谨守遵行。如
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也必凡事顺利。 
2. 以色列人对约书亚的回答，含示他们是乐意
的，是预备好的，并且他们不只与约书亚同心合
意，也与耶和华他们的神同心合意；这显于他们
在他们神的名里给约书亚祝福的事上。 
3. 以色列成了团体的约书亚，蒙神拣选、呼召、
救赎、拯救、训练并预备好，已经合格了，他们
已经预备好，与神是一，往前去取得迦南地。 
4. 为要取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必须作今天的约
书亚，争战取得那地，并享受基督作我们的基业。 
D. 以色列人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然后在基督的复
活里复活：1. 他们在旧人里，无法取得胜利；他
们的旧人必须埋葬，好使他们能成为新人。2. 我
们必须领悟，我们的旧人，我们天然的人，是不
合格为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打属灵的仗。  周五 
E. 要据有美地，我们需要对付肉体，享受主的筵
席，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地的出产，并看见
基督作我们的元帅的异象： 
1. 在吉甲的割礼表征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
体。 
2. 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预表信徒赴主的筵席，记
念主作他们的救赎主和救主。 
3. 美地的出产预表基督是神赐给信徒那终极完成
的食物，需要他们在祂身上劳苦经营。 
4. 约书亚看见基督被揭示为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异
象；约书亚是神军队看得见的元帅，而基督是神
军队看不见的元帅。书5:13-14 有一个人手里有
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祂那里，对祂
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祂
说，都不是，我现在来，是作耶和华军队的元
帅。约书亚就面伏于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
告诉仆人？ 
Ｆ. 以色列人胜过耶利哥，不是凭着争战，乃是
借着他们相信神指示的话，凭着吹号并抬着约柜
高举基督: 
1. 在属灵的争战里，我们该作的第一件事乃是高
举基督。 
2. 百姓安静，表征与主是一，以主的方式完成事
情，而不表达任何思想、意见或感觉。 
3. 争战的是神，以色列人不过呼喊、宣扬、见证。 
4. 以色列同着祭司扛抬的约柜（预表基督作三一
神的具体化身）绕城；这景象的属灵意义乃是一
幅团体神人的图画—神与人，人与神一同行走，
如同一人。 
G.以色列人在艾城被击败，因为他们没有与神是
一，只关心自己；他们被击败的记载应当教导我
们，在一切所作的事上与神是一。 
H.以色列人受了基遍人的欺骗，因为他们好象一
个忘记丈夫的妻子；他们在约书亚九章所作的，

与夏娃在创世记三章所作的完全相同。 
I. 约书亚二十二章十至三十四节关于另筑一座坛
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避免分裂，也给我
们看见，要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必
须是一班子民，一个身体，一个宇宙的召会。 
J. 我们若没有基督的身体，就无法享受基督作美
地；我们必须与身体是一，为那地争战、据有那
地并分享我们所分得的地。 
K. “我们都需要认识什么是恢复，是在何处恢
复，怎样的人能带这恢复往前。我们都需要看
见，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
该是今天的约书亚和迦勒，与撒但空中的势力争
战，使我们更多得着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体，
建立并扩展神的国，使基督能回来承受地。我们
仅仅属灵、圣别还不够。我们需要向约书亚和迦
勒学习，代表神今时代的权益，击败仇敌，使基
督给人得着，并使基督借祂的追求者得着扩。” 
周六 

Crucial Point⑴:认识，服从基督的权柄， 
运用代理权柄。 

OL1: 圣经开始于泥土人，继之以石头人，完成于
石头城；这是神的经纶。 
OL2: 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是我们可以靠着
得救的那一位；祂是石头救主—坚实、刚强、可靠。 
OL3: 基督和信祂的人都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 
OL4: 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其中的石头是铁的地。
铁表征基督的权柄。 
OL5: 我们若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行事为人，就有
权利支取祂的权柄。我们若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
就自动有分于基督的权柄。 

主乃是活石，我们也必须是活石，才能成为建
造祂居所的材料。……主的居所是用石头造成的，
但我们却是泥土。我们这一块泥土怎能成为建造神
居所的材料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从泥土变
化成石头。 

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门闩是铁
和铜造的。门是作为我们的保护，我们的防守，我
们的保障。我们若是能运用主的权柄和主的审判，
我们就有安全，有保护。我们的门是用主的权柄和
审判来闩上的。最安全，最有保障的信徒就是知道
运用基督权柄的人。他们有力量，因为他们有权柄；
所以他们就有安全和保护，因此也就有安息。 

神的建造总是随着这一种的基督徒。他们不只
是建造的材料，不只是石头来为着房屋，并且他们
就是建造在一起的房子。这一种的信徒有神的权柄，
神的政权。 

当车子迎着警察而来时，他需不需要打电话给 
市长，请示可否叫车子停止？那太可笑了！警察已
经接受权柄去作这事了。照样，我们也无须向神求
救。我们可以，也应该站住我们的立场，运用我们
的权柄。但是……我们在生命上若未达到某种程度
的成熟，我们就不能如此作。 

应用：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商务人士必须要理解权柄。例如，现在日本的

国家领导人是安倍首相，他有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权
柄。在圣经里，劝说我们要为国家领导人祷告。提
前2:1 所以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
求、感谢；2 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也该如此，使



我们可以十分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宁的生活。 
你应该为国家领导人祷告，尊重和支持他的决

定。因为所有的代理权柄都是来自神的。同样，你
必须服从你的上司。总是批评安倍首相的人，在公
司也是总批评上司的人。只有服从权柄才能活出基
督，过安定平稳的生活。 

上司有决定你所参与项目的进展方向的权柄。
你可以说明你的想法，但决定应当是拥有权柄的人
来做。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权柄的问题，就会被卷入
无意义的纷乱和斗争中，浪费时间和精力。通过学
习服从权威，你的职场生活会得到祝福。 
西 3：22 作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身的主人，不要
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凭心中的单
纯敬畏主。23 你们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
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24 知道你们从主那
里必得着基业为赏报；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并没有偏待人
的事。 

在召会生活中，如果不能认识并服从神的权柄，
就无法行使代理权柄与撒旦争战。认识权柄在所有
事情上都很重要。 
祷告：“哦，主耶稣啊，请让我在职场生活、召会
生活、家庭生活中，认识权柄，成为一个服从权柄
的人。如果不服从权柄，就只能在大混乱和叛逆中
生存。主耶稣啊，我只有服从权柄，才能过上安定
平稳的生活。我在服从上司、服事领导的时候，其
实我是在服事主耶稣。另外，通过服从权柄，我可
以和弟兄姊妹一起运用代理权柄，捆绑撒旦，解决
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利路亚！赞美主”。 
Crucial Point⑵:取用基督作铜的胸甲，铜的头

盔，来遮盖良心和心思，打属灵的争战 
撒上 17:5 头戴铜盔，身穿铠甲，铠甲是铜的，重
五千舍客勒； 
OL1: 铜表征基督的审判。 
OL2: 基督受神审判、试炼，而神的试炼和审判就
使祂明亮如闪耀发亮的铜。 
OL3: 基督的脚好像明亮的铜，表征祂完全且明亮
的行事为人，使祂够资格施行神圣的审判。 
OL4: 义的胸甲遮盖我们的良心，保护我们脱离撒
但的控告。救恩的头盔是为着遮盖我们的心思。 

当祂在这地祂的脚如同在炉中锻炼过的铜。脚
是代表什么呢？脚是代表行动，代表在地上的生活。
主在地上的生活行动是被神炼净过的、试验过的并
试炼过的。祂甚至被仇敌和人类试验过。借着这一
切的试验，主的生活行动就证明出来是完全的、光
明的、照亮的。……祂有资格来审判别人。 

你怎样应用这件事呢？有的时候…当你事奉
主，或是到聚会中为主说话，有一个思想进入你的
心思中，叫你觉得你是多么污秽，满了罪恶。在这
样的时刻你怎么作呢？不错，你求主用祂的宝血遮
盖你，用祂自己遮盖你的心思。…这就是铜造的头
盔。…然后在信心里你运用灵对仇敌说，“撒但，
我是污秽的，我是有罪的；但是赞美我的主，祂是
完全的一位，祂是被试验过、又证实过的一位，祂
也是我的遮盖，祂是我头上的头盔！” 

祂有能力，有力量，有资格，有立场来抵挡一
切的攻击。每一次仇敌遇见这位完全者就逃跑了。
所以永远不要靠你自己而争战，这不是你的事。争
战乃是属于主的。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弗 6:14 所以要站住，…穿上义的胸甲，…17 还
要接受救恩的头盔， 
FN“义的胸甲”: 穿上义的胸甲，是要遮盖我们的
良心，就是胸所表征的。撒但是控告我们的，我们
在与他争战时，需要有无亏的良心。…义是与神与
人都是对的。我们若是与神或与人出了一点问题，
撒但就要控告我们，使我们的良心有漏洞，漏去我
们所有的信心和胆量。因此，我们需要义的遮盖，
保护我们不受仇敌的控告。 
FN“救恩的头盔”: 接受救恩的头盔，是为着遮盖
我们的心思、思想，抵挡那恶者射到我们里面的消
极思想。…撒但把威吓、忧虑、挂虑和其他叫人软
弱的思想，注射到我们的心思里。 

  在保罗的时代，胸甲和头盔等的装备主要是由
铜做成的。铜表征基督的审判，照亮人。基督的脚
好像明亮的铜。将基督作为铜来应用乃是，取用为
了遮盖你的良心而用铜造的胸甲，和为了遮盖我们
的心思而用铜造的救恩的头盔。 

将来，在社会上或学校里，成为某领域的专家
的同时，请你成为展望全体，正确使用很多人的管
理者。因为在日本人有很多过于认真，虽然有各个
领域的专家会注重细节，但是展望全体的管理者比
较少。认真的日本人的管理者在听到很多下属意见
的时候，会全盘接受撒但说的话、被消耗 ，撒旦会
说“为了留意许多人的意见，你应该加班到深夜”，
“在看全体之前，你应该要看更细致的事情，不得
不在上面费心”。许多日本的公司的管理层会筋疲
力尽。你不可以对撒但的这些注入做出回应，也不
可以与他对话。在属灵的争战里最重要的是防御，
所以为了成为好的管理者，良心和心思被保守，不
和撒但对话是最重要的。神希望你管理一切。为了
未来，请你从年轻的学生时代开始，经历基督作为
保护你的遮盖，以免撒但的攻击，并逐渐学习管理
事物和人。 
祷告： “哦！主耶稣，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请让
我在主里面学习管理。为了管理和带领更多的
人，神经不可以太细弱。首先用一只眼睛看细节
的同时用双眼来鸟瞰全体。然后，在鸟瞰的基础
上，能正确的考虑细节。实行这件事情最重要的
是防御。没有防御，就会受到撒但的谴责。为了
避免与撒但会话，我要取用由铜造的义的胸甲和
救恩的头盔。请遮盖我的良心和心思。那样的话
我就能在主里面前行！阿门！”  
Crucial Point3: 在属灵的争战里、第一件事乃

是高举基督。將自己的意見釘在十字架上， 
照着主的话，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如同一人对抗

撒旦，使神的经纶往前 
OL1: 在属灵的争战里，我们该作的第一件事乃是
高举基督。 
OL2: 百姓安静，表征与主是一，以主的方式完成
事情，而不表达任何思想、意见或感觉。 
OL3: 争战的是神，以色列人不过呼喊、宣扬、见
证。OL4: 以色列同着祭司扛抬的约柜（预表基督
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绕城；这景象的属灵意义乃
是一幅团体神人的图画—神与人，人与神一同行走，
如同一人。 

神的百姓不需要作任何事来毁灭耶利哥。他们



只需要相信并信靠神，听从以色列军队元帅的指示，
并抬着约柜高举基督。由此我们看见，在属灵的争
战里，我们该作的第一件事乃是高举基督。以色列
人在过约但河之后，在第一次争战中胜过耶利哥，
不是凭着争战，乃是借着吹号并呼喊，就是借着他
们相信神指示的话，见证并宣扬神和神的约柜。这
些是他们能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神没有人也能作一切事，但照着约书亚记的记
载，祂要人与祂是一。神守住成为肉体的原则，要
借着人、同着人甚至在人里面作一切事。在耶利哥，
以色列人同着祭司肩上的约柜（预表基督作三一神
的具体化身）绕城。这景象的属灵意义乃是一幅团
体神人的图画—神与人，人与神一同行走，如同一
人。这是以色列人过约但河的方式。…神与以色列
人一同争战。然而，实际上是神争战，以色列人不
过是呼喊、宣扬、见证，然后占有那城。 

我们是神人。…为这缘故，我们必须领悟，无
论我们作什么，无论我们去哪里，无论我们是什么，
都不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该凭着自己，乃该同
着神行动、为人或行事。 

应用：服事者篇 
书1:5 你一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
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
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6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
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
要赐给他们的。7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照我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谨守遵行，不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8 这律法书不可
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好使你照这书上所写
的一切，谨守遵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你也必凡事顺利。9 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
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
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这是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以色列的子民进入美
地之前所听到的话。在这里的关键字是“主同在”。
“主同在”的条件，是相信主的话，照着主的话进
入，得着，享受美地。 

你绝对不可为了自己的计划而利用主。神不是
可轻侮的一位。你的人生蒙福，成功的秘诀乃是神
的同在。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可是有没有神同在，
在于你有没有照着神的话实行神的经纶。我们的神
不是“学业的神”，“买卖兴隆的神”，“长寿的神”， 
“家里安全的神”等。神会顾到你全部的需要,不过，
神是“神的经纶的神”。愿你接受怜悯，被光照，被
洁净，被加强，起来打属灵的战，与弟兄姊妹一起
如同一人，高举基督，成为建造召会的人。    
祷告：“哦哦主耶稣，我高举主的名。不是信靠自己
而信靠主。我实行作为神的经纶的“经历基督，建
造召会”。我离了你什么也不能做,在基督里起来，
对抗撒旦执行神的经纶。我奉献我的一生。愿召会
往前胜了又胜。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