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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祭司和利未人为着神行动的事奉 

本篇信息涵盖民数记三至四章。恢复本圣经里民数记的纲

目，简单将这卷书分作三大段：第一大段从一章一节至九章十

四节，论到成军；第二大段从九章十五节至二十章，论到行程；

第三大段从二十一章起，论到争战。当我们进入民数记一个又

一个结晶时，需要认识这个次序，并且必须知道目前是在那一

个段落；这是相当重要的。 

在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见，照民数记二章的描述，以色列人

乃是以争战的阵势部署安营。紧接着二章关于争战阵营的记载，

三至四章论到祭司和利未人为着神行动的圣别事奉。这给我们

看见，神子民圣别的事奉乃是争战的事奉。我们说到召会的事

奉，乃是说到争战的事奉，因为事奉与争战有关。在民数记四

章，“事奉”一辞（3、23、30、35、39、43）原文是争战、服兵

役的意思。 

这事奉也是圣别的事奉，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乃是顾到最圣

别的事物，照管帐幕里的物件；这些乃是预表与基督和召会有

关的圣别事物。在民数记里的事奉，是由祭司和利未人这两班

人照管的。在本篇信息里，我们会讲到这两班人的区别。此外，

我们需要留意本篇篇题里“为着神行动”这辞；这指明事奉乃是为

着神的行动。事实上，这个事奉就是神的行动，是神行动的凭

借。 

民数记是一卷事奉的书， 

三至四章论到圣别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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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是一卷事奉的书，三至四章论到圣别的事奉。这两

章向我们揭示，我们在召会中的事奉该如何安排，以及我们服

事的路。 

在民数记里有召会事奉的完全预表； 

民数记里的事奉是召会事奉的图画 

在民数记里有召会事奉的完全预表；民数记里的事奉是召

会事奉的图画（三 1~39，四 1~33，罗十二 5~8、11）。我们

从前也许未曾领会，民数记里的事奉乃是预表召会的事奉。罗

马十二章五至八节说到七种恩赐：申言、服事、教导、劝勉、

分授、带领和怜悯人；这些乃是基督身体上各种不同的恩赐与

功用，是召会事奉中所必需的。 

事奉是圣别的，因为这事奉照管神见证的帐幕 

事奉是圣别的，因为这事奉照管神见证的帐幕（民三 7~8，

四 4~16）。民数记三章描述，在帐幕西、南、北边安营的是利

未人（23、29、35），在帐幕东边安营的有摩西、亚伦和亚伦

的儿子众祭司（38）。这给我们看见，祭司和利未人是直接照

管神见证的帐幕。我们都该作祭司和利未人，而不仅仅作在外

围安营的子民。我们要作事奉者，直接照管神的见证；这见证

是由帐幕所预表的。 

在帐幕周围有四班人：革顺、哥辖、米拉利，以及摩西、

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是在帐幕前面，

即帐幕的入口安营（38）。即使在利未人中间，事奉也有区别。

譬如，哥辖人与革顺人和米拉利子孙的职责不同。哥辖人要看

守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两座坛、圣所内供职用的器

具和帘子（31）；其余的利未人则要看守帐幕和罩棚、罩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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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帷子和门帘、绳子（25~26），以及帐

幕的板、闩、柱子、卯座和一切的器具（36~37）。这里的意思

不是说，那一班人的事奉比较不重要。事实上，这不是照着他

们的拣选，乃是照着他们生于那一家族。这说出我们在召会中

的事奉不能照着自己的拣选。 

圣别事奉的基本原则是： 
事奉乃是基于生命，因此没有混乱；在圣别的事奉里，

每件事都在神圣的行政之下，因此很有秩序 

圣别事奉的基本原则是：事奉乃是基于生命，因此没有混

乱；在圣别的事奉里，每件事都在神圣的行政之下，因此很有

秩序（三 7）。我们读民数记三至四章就会清楚看见，每一个以

色列人都是生在一个特定的事奉里；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事奉，

也没有人能自愿事奉。他们是生在这个事奉里，意思是，事奉

乃是基于生命。这样的事奉是很有秩序的。 

三至四章也给我们看见，利未人的事奉是由祭司指派、分

派的（三 10，四 19、27~28、33）。他们无从选择，没有自己

的偏好，所有的事奉都是分派给他们的。这说出我们在召会生

活的事奉中没有选择，乃必须受指派。我们不该说是负责弟兄

指派我们，我们乃是受元首基督的指派。作为基督身体上生机

的肢体，我们乃是由元首基督所指派。祂照着自己所喜悦的，

将我们俱各安置在身体上（林前十二 18）。许多年前，我被摆

在一个事奉中，但我实在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于是我告诉一位

年长弟兄说，弟兄们可能找错人了。他回答我说，“弟兄，你不

能自愿作这件事，也不能随己意逃离这个服事。”这是个相当好

的回答，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召会中的服事是按照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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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里生机的功用，由元首基督所指派，因此很有秩序，一点不

混乱。 

圣别的事奉是由祭司和利未人执行的 

圣别的事奉是由祭司和利未人执行的（民三 3、6、9~10）。

在旧约，祭司和利未人是两班人；然而在新约里只有一班人，

就是祭司。按民数记三章的图画，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区别的，

因为祭司直接事奉帐幕、事奉神，而利未人乃是事奉祭司，是

在祭司的监督下事奉，并非直接事奉神。然而，在新约里每一

个信徒都是祭司。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是利未人，就可以单单

服事事务，而不必传福音和祷告。在新约时代，每个利未人也

都是祭司。 

祭司是直接事奉神的受膏者 

祭司是直接事奉神的受膏者（3）。唯有祭司能进入圣所和

至圣所，并观看其中的物件。如果利未人观看圣所和至圣所里

的物件，或是触碰这些物件，他们就会死亡（四 20、15）。唯

有祭司可以直接地接触这些至圣的器具（16）。所以，当神和

神的子民预备好要行动时，祭司需要先遮盖圣所的一切物件，

然后由利未人来扛抬（15）。利未人不会看见这些器具，也不

会直接事奉。 

祭司要在帐幕前面、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他们看守 

会幕的入口，任何人要事奉神，都必须先通过祭司 

祭司要在帐幕前面、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他们看守会

幕的入口，任何人要事奉神，都必须先通过祭司（三 38）。按

照神原初的心意，每一个人都该作祭司。出埃及十九章给我们

看见，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归祂作祭司的国度（6）。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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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没有如愿，只有少数的人尽祭司职任。所以，任何人要进帐

幕事奉，都必须先通过祭司。祭司成了帐幕的守门人。 

祭司要看守圣所，指帐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 

祭司要看守圣所，指帐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民三 32、

38）。“看守”一辞指责任（7、32、38）。祭司看守圣所，意思

就是对整个圣所以及与圣所有关的一切负责任。我十九岁来到

安那翰时，还是个学生。当时李弟兄在职事信息中常说，“青年

人，有一天主的恢复会担在你们肩头上。”我听见这话，总觉得

责任不会在我肩头上，这话是指着别人说的。时间很快地过去，

四十五年后这话应验了。今天，我也要对所有主所训练、所兴

起的青年人讲同样的话：有一天，约柜要担在你们肩头上。你

可能觉得这个责任太重大；但不论你感觉如何，有一天这都要

成为你的责任。 

利未人不是直接作祭司的， 
他们是祭司职任中服事的人 

利未人不是直接作祭司的，他们是祭司职任中服事的人（9、

12、17）。利未人是帮助祭司的人，在祭司周围服事并协助祭

司。帐幕并不小，并且帐幕中许多器物都非常沉重。在旷野里，

革顺人和米拉利人是用公牛所拉的篷车运送帐幕（七 7~8），但

哥辖人是在肩头上抬帐幕所有的器具（9）。哥辖人在旷野中，

是在肩头上抬着约柜、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铜祭坛和金灯

台（四 15）。 

这幅图画的意义是什么？你若是抬铜祭坛的人，你就是将

神的救恩、神法理的救赎，从一地带到另一地。你若是抬陈设

饼的桌子，你就是从一地到一地，担负复活的基督作食物，成

为人的喂养和生命的供应。另有些人抬金灯台，从一地到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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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神话语的亮光照耀出去。这就是利未人的事奉，是何等

荣耀和尊荣。 

在祭司职任，就是在祭司的服事中， 

有许多事务都需要利未人的服事 

在祭司职任，就是在祭司的服事中，有许多事务都需要利

未人的服事（三 25~37）。这许多事务中，主要的乃是运送帐

幕及其器具和用具。 

利未人的服事乃是照管会幕， 

就是预表基督与召会之见证的帐幕 

利未人的服事乃是照管会幕，就是预表基督与召会之见证

的帐幕（十八 1~4、6）。利未人在照管帐幕及其内的物件时，

并不是直接事奉神；他们乃是服事祭司职任和祭司，而祭司是

直接事奉神的人（三 9、12、17）。祭司要看守圣所和坛，而

利未人是在祭司以下服事，照管圣所和坛（十八 5~6）。所以利

未人和祭司是有区别的。 

见证的帐幕及其一切物件和祭坛，由祭司所服事， 
预表基督各面的丰富，由新约信徒服事给人 

见证的帐幕及其一切物件和祭坛，由祭司所服事，预表基

督各面的丰富，由新约信徒服事给人（三 25~26、31、36~37，

弗三 8，林后三 3，提前四 6）。事奉乃是将基督服事给人。我

们有时将基督作为铜祭坛供应给人，有时将基督作为陈设饼桌

子供应给人，有时将基督作为灯台供应给人，有时将基督作为

金香坛供应给人。无论如何，我们的事奉该是将基督各面的丰

富服事给人；这就是这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的。 



                                   54 
 

祭坛表征十字架，指基督的救赎； 

帐幕指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借着祂，神住在人中间， 

人也能进入神里面，享受祂一切的所是 

祭坛表征十字架（来十三 10），指基督的救赎；帐幕指基

督是神的具体化身（西二 9），借着祂，神住在人中间（约一

14），人也能进入神里面，享受祂一切的所是（十四 2、6、20）。 

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事总是用基督的丰富供应人 

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事总是用基督的丰富供应人（弗三 8）。

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的事奉不仅是照管物件，更是照管基督，

将基督供应给人，使其他人也能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服事就是事奉，事奉就是借服事供应人（林后四 1，三 3、

6、8，彼前四 10~ 11）。我们所讲的服事，就像餐厅的侍者，

将食物供应、服事给人，用基督的丰富供应人。 

新约的信徒乃是将基督的十字架服事给人，使人得着救赎

（林前一 23，二 2）；并将基督的丰富服事给人，使人得着生

命的供应（弗三 8，西一 27~ 28）。保罗说，他乃是传扬钉十

字架的基督（林前一 23）。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这位钉十字架的（二 2）。我们是将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的丰

富，就是法理的救赎与生机的救恩供应给人。无论对不信者或

对信徒，我们都是把基督的丰富服事给人，使人得着生命的供

应。 

民数记所描绘圣别的事奉，不是为着 

不活动的基督，乃是为着极其活跃的基督； 

在祂的活动或行动中，我们必须与祂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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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所描绘圣别的事奉，不是为着不活动的基督，乃是

为着极其活跃的基督；在祂的活动或行动中，我们必须与祂相

配（四 1~33）。这就是神需要我们编组成军的原因。神要行动，

需要祂的子民与祂相配。祂不愿意只留在一地，祂要在每一个

国家行动。至今，仍有许多地方还未有祂的行动。神如何能行

动？在新约时代，神要行动只有一条路，就是有人能与祂和祂

的行动相配。 

在旧约时代并不是这样。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创一 1），

不需要人与祂配合，不需要人的协助。然而在新约开头，我们

看见三一神成为肉体（太一 23）。这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神自

己与人联合，与人成为一，使自己受人的限制。神无所不能，

但祂是照祂经纶的原则行动。在新约时代，神若没有得着人就

不能行动。这意思是，无所不能的神乃是根据你我而行动。祂

使自己受人的限制，所以祂需要人与祂相配。与祂相配的意思

是：祂行动，我们就行动；祂不行动，我们就不行动；我们不

在祂前头，我们也不落后。这就是以色列人部署安营所启示的。

神要行动，但神不自己移动帐幕，乃需要有人与祂相配。祂要

得着一班团体的人与祂相配，与祂一同行动；这就是祭司与利

未人的事奉。 

民数记七章七至八节说到有六辆牛拉的篷车，是为着运送

帐幕；九节说到哥辖人没有用牛车，他们是在肩头上抬圣物。

神需要依赖一些人来为着祂的行动；如果没有人与神相配，神

就无法行动。 

祭司与利未人在帐幕出发（往前行）时有明确的职责 

祭司与利未人在帐幕出发（往前行）时有明确的职责。当

帐幕要行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责，是按着神的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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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乃是基督身体配搭的一幅美妙图画。我们若按照生命，按照

神来配搭，就会非常平顺。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所受的指派来

事奉。 

祭司要指派利未人所当办的 

祭司要指派利未人所当办的（四 19、27~28、33）。利未

人的事奉不是照着自己的作法，乃是在受膏祭司的指引之下。

这指明我们作为事奉神的新约祭司，不该照着自己的观念行动，

乃该在受膏眼光的指引之下，就是在那膏我们之灵的指引之下

（三 3，出二八 41）。 

旧约有祭司和利未人这两班人，但在新约时代，并没有祭

司和利未人这两班人，只有一班人，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参彼

前二 5、9，启一 6）。也可以说，在新约里，祭司和利未人这

两班人乃是一。今天我们既是祭司，也是利未人。我们作利未

人事奉的事，应该在受膏眼光的指引之下。这意思是，不可将

利未人的事奉与祭司的事奉分开，二者乃是一。 

不要以为整洁会所、排椅子是利未人的事奉，不需要祷告，

传福音才需要祷告。我要向你们简单地见证，当我刚进入召会

生活时，是个大学生，每周六到会所服事。我们来到会所就先

祷告、交通、祷读，约莫一个小时。当时我很不明白，心想：“我

们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服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

那就是事奉。我们的交通、祷告、祷读，就是事奉。我们不该

把祭司和利未人的事奉分开。不要觉得长老是祭司，执事是利

未人；事实上这两班人乃是一。我们不能不作祭司，而只作利

未人。 

行传六章说到饭食服事，服事之人的条件是需要满有那灵

（3）。我们可能会看人的履历来安排服事；然而那七个人被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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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是因他们满有那灵。所以，即使我们将物质的食物服事给

圣徒，也不该将其视为仅仅是利未人的事奉，而使其与祭司的

事奉分开。当我们将物质的食物分给人时，也需要祷告，就像

我们把福音传给人一样；不要把利未人的事奉与祭司的事奉分

开。 

那七个人当中，有一位是司提反。我们读到司提反的见证

（七 2~53），他像一个利未人么？他完完全全是个祭司，所传

讲的是何等的信息。接着八章提到腓利（4~40），也是七位服

事饭食当中的一位（六 5）。他为神的灵所差派，向埃提阿伯的

太监传福音（26~39）。在新约时代，我们也许上一刻在服事饭

食，下一刻就去向人传讲福音。我们不该将这两件事分开。在

全时间训练里，学员们要排椅子，也要在聚会中申言。我们正

常的光景应该既是祭司，又是利未人。 

祭司照管主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 

而哥辖人（利未人）照管一些次要的东西 

祭司照管主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而哥辖人（利未人）

照管一些次要的东西（民四 5~14）。这里所提到的乃是预表，

而我们在新约中是经历这些预表的实际。 

照管圣所的物件就是照管主要的东西。祭司照管约柜；这

是直接照管基督并供应基督（5~6）。哥辖人抬圣所的物件（2~4、

15、17~20、34~ 37）；今天这样作，就是对人说到召会作基

督的扩大。 

在召会生活里，的确有些外在的事务需要处理，却是次要

的；召会生活里最主要的乃是基督。所以在召会生活里，首要

的乃是将基督供应出去，将基督分赐给人。诗歌六百五十九首

说，“事奉乃是供应基督。”我们的事奉该是供应基督给所服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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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年轻时，每周六都喜爱到会所，当时我不知道原因。现

在回头看就清楚，那里服事的弟兄们，他们的渴望、负担和心

意，就是要把基督供应给我；所以我每一次去服事，都得着供

应。 

以色列人将圣所、帐幕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时，

乃是带着铜祭坛、约柜、陈设饼的桌子等等，所有的物件都要

带着走。这预表我们今天需要背负着神的整个见证，将基督供

应给人。一九六二年，当李弟兄来到美国时，虽然只有一个人，

却是将帐幕所有的物件从远东扛抬过来，今天这里才有了主的

见证，以及基督丰富的供应。我们都需要如此担负主的见证，

无论到那里，都作主的见证人，担负祂的见证。 

我们要看见基督如何在地上行动， 
就应当看帐幕的行动 

我们要看见基督如何在地上行动，就应当看帐幕的行动（5、

25、31~ 32）。帐幕是在利未三个儿子后裔的肩头上行动（书

三 10~11、13~15、17），特别是在哥辖人的肩头上行动。主

乃是借着我们背负约柜、圣所的物件和会幕而行动（3、10~11、

13~15）。这意思是，主是借着一班活的见证人行动。 

神新约经纶的原则， 
就是神需要人在祂地上的行动上与祂配合 

神新约经纶的原则，就是神需要人在祂地上的行动上与祂

配合（太二八 18~20）。我们需要对这点有深刻的印象。在召

会历史中，主一直受到人的限制。神需要人与祂是一，与祂配

搭，这是神新约经纶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作为祭司祷告的基本

原则。若没有祭司的祷告，神就无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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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弟兄在“祭司的体系”这一系列信息里，有一段话告诉我

们，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正因为我们什

么都不会。我们永远不会作长老，永远不会作执事，也永远不

会作传福音者。我们就是不会作，因此我们必须祷告；这意思

是说，我们信靠主。另一个必须祷告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知道，

神必须借着我们作一些事。离了我们，即使神自己也不能作什

么事。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没有我们，主没法传福音。

没有我们，主没法叫罪人得救。不错，我们需要祂，但祂更需

要我们。因此我们必须祷告，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作，又因离

了我们，神也不能作什么。第三个必须祷告的原因，是因神自

己要与人调和。当我们敞开自己祷告的时候，祂自己就能与我

们相调。当神和人借祭司性祷告相调的时候，神就会经过人流

出去作祂的工。”（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六年，第一册，六二二至

六二三页）这是我们祭司的事奉。我们所要作的，乃是接触主，

与祂调和。我们在事奉时，不该急着完成事务，最重要的乃是

与主调和。 

有时，我们在祷告聚会中很快就开始为着一些事祷告，却

没有够多与神调和、与神是一的祷告。我们需要先花时间被神

的思想、心意、愿望、负担所浸透，然后在祷告中把那负担发

表出来。 

没有人，神就不能作什么；在神新约的经纶里，神没有人

就不作什么（徒一 8，十三 1~3）。神必须有人与祂配合，与祂

是一，与祂配搭；这是神新约经纶的基本原则（结一 15~21，

林前六 17）。今天基督正在全地行动，并且祂是同那些与祂是

一的人在行动（徒一 8，约十五 4~5、16）。我们是今日的革顺

人、哥辖人和米拉利的子孙。为神的扩大作神具体化身的基督，

乃是借着那些爱祂的人而行动（歌七 11~12，启二 4~5）。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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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是这班爱祂的人。我们爱神，渴望与祂调和，与祂是一，

被祂浸透，让祂同着我们并透过我们而行动。 

在旧约，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区别的， 

但在新约里只有一班人，就是祭司 

在旧约，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区别的，但在新约里只有一班

人，就是祭司（罗十五 16，彼前二 5、9，启一 6，五 10）。有

时我们说到主的恢复，会说主要恢复普遍的祭司职分，就是人

人作祭司。神原初的心意，是要祂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作祭司，

但这事至今还未完全恢复。我们也许以为，因着我们有众人在

聚会中申言的实行，祭司职分就已经得着恢复；不，我们还在

恢复的过程中。有些人祭司的事奉仍是非常弱，比方有些人参

加祷告聚会却不祷告。事实上，没有一个够格的新约祭司是不

祷告的。祭司乃是借祷告接触神，与神调和，并与神是一的人。

为着我们祭司职分的恢复，并为着圣徒们人人都作祭司，我们

需要有许多的祷告。神需要一班祭司接触祂，被祂浸透、充满，

与祂成为一，使祂能在他们里面并借着他们，而在地上行动。

这就是我们与主配合的路。 

祭司除了在帐幕出发时执行自己的职责之外， 
也要指派利未人所当办的 

祭司除了在帐幕出发时执行自己的职责之外，也要指派利

未人所当办的（民四 5~14、19、27~28、33）。 

利未人在旧约的预表里所作的， 
作为新约祭司的信徒也该在实际里作 

利未人在旧约的预表里所作的，作为新约祭司的信徒也该

在实际里作（彼前二 5、9）。利未人的服事是在祭司的监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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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指明当新约祭司在作外面利未人的工作时，必须在新约

祭司职任内在、属灵眼光的监督之下（启一 6，五 10）。我们

不能把利未人的事奉与祭司的事奉、属灵的事奉分开。 

利未人的服事绝不该与祭司的眼光分开；外面的服事必须

成为供应生命给人的属灵活动（罗十二 4~13，十五 16，彼前二

5、9，四 10~11）。我们需要学习在祭司职任内里的眼光下作

外面的事。当我们照管外面实际的事务时，我们该将生命供应

给人；我们若这样作，我们的利未人事奉就是在祭司职任的眼

光与监督之下（约壹一 2~3，二 25，五 11~16）。 

一个人事奉神的时候， 
要有祭司的工作，也要有利未人的工作 

一个人事奉神的时候，要有祭司的工作，也要有利未人的

工作（罗一 9，十五 16）。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他说，“我在祂

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事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告

中，常常不住的提到你们。”（一 9）又说，“使我……作神福音

勤奋的祭司。”（十五 16）保罗是个祭司，在他的事奉中有事务

的服事，也有属灵的事奉，但这些都是一个事奉，就是把基督

供应给人。 

一面，我们有分于属灵的事奉； 

另一面，我们也顾到实际的事务 

一面，我们有分于属灵的事奉；另一面，我们也顾到实际

的事务。我刚进入召会生活时，有些事的确不懂。我想，整洁

会所不太重要，若是雇人来作，我们就可以专注于属灵的事奉。

那时我看到长老在会所割草、清理厕所，就非常惊讶。事实上，

这就是新约时代的祭司事奉；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和利未人，

无论作什么，都该将基督供应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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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事奉之先，我们必须像祭司一样在主面前事奉祂； 

所有的事奉都必须是祭司性的 

在各种事奉之先，我们必须像祭司一样在主面前事奉祂；

所有的事奉都必须是祭司性的。“祭司的体系”这系列信息中有以

下的话：“我们若是长老，就必须是祭司长老；若是执事或女执

事，也必须先是祭司。……军队必须是祭司性的，使徒必须是

祭司性的，长老、执事也必须是祭司性的，……在服事主的事

上，我们必须首先向主敞开，花时间在祂面前，让祂来充满、

浸透，甚至将我们吞没了，使我们与祂完全成为一。如此，祂

就成了我们的内容，我们也成了祂的表现。”（李常受文集一九

六六年第一册，六二〇页） 

民数记四章三、二十三、三十、三十五、 

三十九和四十三节的“事奉”一辞， 

原文是“争战”，指服兵役 

民数记四章三、二十三、三十、三十五、三十九和四十三

节的“事奉”一辞，原文是“争战”，指服兵役。盼望我们对事奉这

一面的意义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我们摸着属灵的事奉，我们

乃是从事争战的事奉、兵役的事奉，乃是摸着神的行动。当我

们摸着神的行动，我们也会遭遇神仇敌的反对；每一次事奉都

是争战。 

祭司与利未人圣别的事奉乃是争战 

祭司与利未人圣别的事奉乃是争战。我们可以用圣经的两

个事例，说明争战与祭司的事奉乃是一。其中一个消极的事例

是在撒上四章。那时祭司职分衰微，以利已经九十八岁，以利

的两个儿子非常腐败。因着祭司职分的衰败，约柜被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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掳去。以色列人失去了保护他们的约柜。至终，以利和他的两

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都死了。另一个积极的事例是在约

书亚六章。当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时，约书亚差遣谁去争战呢？

他乃是差遣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号走在约柜前，吹号绕耶利

哥城。至终，到第七日，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塌陷了（1~21）。

有谁会这样打仗呢？这是以色列人越过约但河，据有美地的第

一场战役。这是神争战的方式。 

今天我们既是神福音的祭司，就该看自己是战士 

今天我们既是神福音的祭司，就该看自己是战士（罗十五

16）。我们传讲、教导、造就别人，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

在争战（弗三 8，四 12、16，六 10~12）。新约的祭司是战士，

我们祭司的事奉乃是争战（启五 10，十九 11~14）。尼希米四

章十七至十八节描述以色列人“一手作工，一手拿兵器。建造的

人都腰间佩刀建造”。这说出争战和建造乃是同一件事。 

我们为神所作一切属灵的工作，不论是用何方式， 
只要摸着属灵范围的事，性质都是争战 

我们为神所作一切属灵的工作，不论是用何方式，只要摸

着属灵范围的事，性质都是争战（林后十 3~5）。 

传福音、造就圣徒、治理召会和祷告，都是一种争战 

传福音、造就圣徒、治理召会和祷告，都是一种争战（弗

一 17~18，三 8、14~19，四 12，六 10~12）。你能领会传福

音是一种争战么？不要以为我们进到校园里传福音是一件小

事；事实上，我们乃是在地上与神配合，作祭司将基督带给人。

仇敌当然会抗拒，他会利用听福音之人的心思，起来抵挡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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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要将人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出来，就会有一场争战。带

人得救是如此困难，乃因传福音是一种争战。 

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我们“不照着肉体争战。我们争战的兵

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

营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

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它顺从基督”（林后十 3 下~5）。我们

实行活力排，要喂养人、教导人、成全人，有时实在困难；因

为我们是在与这些理论和阻挡人认识神所立起的高寨，以及各

样的思想争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到他的职事时，多次提到“患

难”（一 4、6、8，二 4，六 4，七 4、5），因为事奉乃是争战。

平常我们可能都过得平平安安；但是当我们想要去祷告聚会，

从事属灵事奉时，或许就开始头痛，身体不适。请记得，我们

操练灵祷告，要捆绑神的仇敌，那是一场争战。在召会中服事

儿童、服事青少年都是一场争战。为此，我们何等需要祷告。 

我们的眼睛若是被主开启，就要看见， 

我们事奉主的工作，其性质都是争战的 

我们的眼睛若是被主开启，就要看见，我们事奉主的工作，

其性质都是争战的。你越有分于对主的事奉，就越有分于争战；

但你不需要害怕。要知道，事奉和争战乃是一件事。 

有赏赐或报酬赐给作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子孙， 

以及服事的利未人 

有赏赐或报酬赐给作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子孙，以及服事的

利未人（民十八 8~32）。论到事奉的赏赐，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地上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分；在

他们中间，我就是你的分，是你的产业。”（20）神就是作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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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之人的赏赐与报酬。事奉神的人不会累积属地的产业，但

会得着更多的神作他们的分，作他们的产业。 

除了基督之外，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别的分； 
基督是他们的家、产业、地土、衣服、食物和一切 

除了基督之外，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别的分；基督是他们的

家、产业、地土、衣服、食物和一切（31）。此外，神乃是将

祭司职任给祭司作礼物。神说，“我将祭司的职任当作礼物给你

们，使你们事奉我。”（7）祭司的职任本身就是礼物。“耶和华

对亚伦说，我已将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

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我把这些都赐给了你和你的子孙；

这要作永远的定例。至圣之物中不经过火的，都是你的。”（8~9

上）这意思是祭司吃神的食物，与神享受同样的食物。他们吃

至圣之物，就如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当我们作祭司事奉神

时，就会像主耶稣在约翰四章对门徒所说的：“我有食物吃，是

你们不知道的。”（32） 

如今在新约里，利未人的事奉与祭司的职任合而为一 

如今在新约里，利未人的事奉与祭司的职任合而为一（彼

前二 5、9）。祭司与祭司的仆人没有分别；在基督里的信徒既

是祭司，又是事奉的利未人。我们祭司和利未人事奉的唯一赏

赐、唯一报酬，乃是基督（太二五 23，提后四 8，启三 20~21）。

（M.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