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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 关于基督的主要豫表和豫言 

读经：民十七 8，十九 2，9，二十 8，二一 4～9，三五 6～7，二四

17 

  

【周 一】 

壹 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在民数记里关于基督的主要豫表： 

  

一 亚伦发芽的杖不是豫表死了的基督，乃是豫表复活的基督，发芽

的基督；祂不只发芽，并且开花、结出熟果—十七 8： 

  

1 民数记十六章三节的话以及摩西在九至十节的话，表明神子民中

间这次背叛的根乃是野心，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野心暗中破坏

神的计划，并败坏神的子民；历世纪以来，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

是由野心引起的—参太二十 20～28，约参 9～11。 

2 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是神所委派的权柄，他将这案件交给神这

最高的权柄，让神说话、暴露并审判；在争夺权力的事上，惟一能审

判并暴露真实光景的，乃是神自己—民十六 4～5。 

3 可拉和其他人活活的坠落阴间；（33；）他们直接下到那里，不需

要先经过死；（参启十九 20；）这是耶和华所创作的一件新事。（民十

六 29～30。） 

4 神对这些与可拉、大坍、亚比兰一同背叛之二百五十人的审判，

表征人对神一切的事奉，若是照着人的意见、凭人的肉体、并与别人

争竞，都要受十字架的审判。 

5 十六章里可拉和他一党的背叛，与祭司职分有关，（3，8～10，）

所以亚伦的杖发芽乃是个表白，指明亚伦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祭司

职分上有权柄。（5。） 

6 一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复活乃是我们事奉神的永远原

则；凡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纔是复活的—参罗一

9，七 6，林后一 8～9。 

  

【周 二】 

二 红母牛，除污秽之水的主要成分，表征救赎的基督—民十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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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红色表征罪之肉体的样式，为着外在担负人的罪。 

2 母牛没有残疾，表征基督虽然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却没有罪

的性情；母牛是无残疾的，指明基督是完全的。 

3 母牛未曾负轭，表征基督从未被任何人使用，特别是未被神的仇

敌撒但使用，或为着他被使用。 

4 正如红母牛一样，基督也是在营外，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

小山—加略山—被钉十字架的—3 节，来十三 12～13，太二七 33。 

5 『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民十九 6： 

ａ 香柏木表征基督尊贵的人性，牛膝草表征基督卑微的人性，朱红

色表征救赎最高的意义。 

ｂ 尊高的基督与卑微的基督，在祂的救赎里，乃是除污秽之水的组

成元素—9 节。 

6 民数记十九章九节说，『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灰，放在营外

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会众留着，用以作除污秽的水；这是赎罪祭』： 

ａ 灰表征基督被减为无有；（可九 12；）这灰要留作除污秽的水，

为着洁净罪，或作赎罪祭。 

ｂ 民数记十九章的污秽，乃是指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十六

49；）因此需要除污秽的水。 

7 『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赎罪祭烧成的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

水』—十九 17： 

ａ 惟有基督救赎的工作，借着祂尊高而卑微的人性，凭祂的死和祂

复活的灵，（17，）纔能医治并洁净整个局面，除去死的不洁。 

ｂ 这里的活水（流动的水）表征在基督复活里的圣灵；在除污秽的

水里，有基督救赎的效能，连同祂复活之灵洗净的能力。 

  

【周 三】 

三 二十章八节里的盘石豫表钉死并复活的基督，从盘石流出的水豫

表那灵，就是从钉十字架并复活之基督所流出的活水—林前十 4，约

十九 34： 

  

1 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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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盘石，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

死一次—来七 27，九 26～28 上。 

2 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要『拿着杖』，并『吩咐

盘石』；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祂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

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吩咐盘石，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盘石

直接说话，求祂基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

—参约四 10。 

3 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其实摩西纔是违背了

神的话的人—10～11，24 节，二七 14。 

4 摩西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祂成为凡俗的；摩西向百姓动怒，又

错误的击打盘石两下，就是没有尊神为圣。 

5 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怒，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

他击打盘石两下，没有遵守神在祂经纶里的话；因此，摩西违犯了神

的圣别性情和祂神圣的经纶。 

6 为这缘故，他虽然与神亲密，被视为神的同伴，（出三三 11，）却

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 

7 在我们所说并所作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

神圣别的性情，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祂神圣的经纶；不然，我们会在

言语和行动上背叛祂并得罪祂。 

  

【周 四】 

四 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的铜蛇是主耶稣的豫表；（约三 14～

15；）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作我们的代替和顶替，使

我们能『望』（信入）祂而得永远的生命： 

  

1 当以色列子民得罪神，为蛇所咬之后，神吩咐摩西举起铜蛇，替

他们受神的审判，凡望那铜蛇的就活了。 

2 主耶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罗八 3，）这样式就是铜蛇

的形状；铜蛇有蛇形而无蛇毒。 

3 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却与肉体的罪无分无关—林后五

21。 

4 当祂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古蛇撒但因着祂的死就受

了对付；这就是说，堕落之人里面的蛇性受了对付—来二 14，约一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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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复一日，我们能享受主，并将祂这赎罪祭的实际应用到我们全

人里面；祂是对付罪的生命，对付我们罪恶性情的生命。 

  

【周 五】 

五 庇护城豫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救赎之神的具体化身，误犯罪的人

可以逃入基督里得庇护—民三五 6～7，9～34： 

  

1 神把基督交在罪人手中，他们错误的把祂治死—徒二 23，罗四 25，

路二三 34，林前二 8。 

2 倘若一个罪人悔改，神会看他是误犯罪的人而赦免他；这样一个

人可以逃到基督里面；但任何人若拒绝福音，并不悔改，神会看他是

故意犯罪的人，注定要沉沦—路二四 47，徒二 38，民三五 16，约三

16～18。 

3 庇护城有六座，约但河两岸各三座；六这数字表征犯错的人，因

为人是神在第六日创造的—民三五 14，创一 26～27，31。 

4 三这数字表征三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二这数字（两组各三座

城）表征立在宇宙中的见证，向宇宙见证并宣告，三一神住在地上人

类中间，作他们的庇护城。 

5 给利未人的城有四十八座，（民三五 7，）要分散在以色列中间，

作他们美妙便利的福分。 

6 庇护城不仅为着以色列人，也为着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

这表征三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乃是为着全人类的—15 节。 

7 不仅如此，六座庇护城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指明基督作三一神的

具体化身，乃是亲近、便利的；三一神已经在人中间扩展，达到我们

所在之处，作一切犯错之人的庇护城。 

  

【周 六】 

贰 认真说来，民数记只有二十四章十四至二十五节这段话是豫言，

也就是解经家所称『巴兰的豫言』；这豫言是说到主再来时所要发生

的事，由十四节的『日后』（原文意，末后的日子）所指明： 

  

一 从雅各布而出的星和从以色列兴起的杖都是指基督—17 节： 

  

1 主出生时显为明亮的星，（太二 2，）祂再来时要显为明亮的星，（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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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8，二二 16，）但在今世，就是祂两次的显现之间，祂也要在属祂

的人心里如同晨星出现。（彼后一 19。） 

2 杖是指基督的掌权；有杖的人就是在宝座上有包罗万有之权力和

权柄的人—诗二 9，四五 6，创四九 10，启二 26～27。 

  

二 民数记里以色列人的历史表征召会的历史；（林前十 5～6，参民

二四 9 下；）在这些历史的末了，基督作为星和杖就要显现；祂要来

照耀万民并治理全地；那时地上一切扰害神子民的情形，都要被除去，

神的子民将不再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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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周一 

晨兴餧养 

民十七８ 『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哪，利未家亚伦的杖

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十六５  『〔摩西〕对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

必指示谁是属祂的，谁是圣别的，就叫谁亲近祂…。』 

  

杖是一根枯木，不仅被砍下，也枯槁了。然而〔在民数记十七章〕这

样一根枯槁的死木竟然发了芽！芽乃是生机的东西，生命的东西。亚

伦发芽的杖不是豫表死了的基督，乃是豫表复活的基督，发芽的基督；

祂不只发芽，并且开花，结出熟果。这样一位基督把生命分赐给人。

（约十二 24，彼前一 3。）今天祂仍在发芽，我们就是祂发芽所产生

的果子—熟杏。（圣经恢复本，民十七 8 注 1。） 

〔在民数记十六章，神子民中间〕这次背叛的根乃是野心，要争夺权

力和更高的地位。野心暗中破坏神的计划，并败坏神的子民。历世纪

以来，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是由野心引起的。（参太二十 20～28，

约参 9～11。）（民十六 3 注 1。） 

信息选读 

摩西虽然谦卑的面伏于地，（民十六 4，）却没有放弃他蒙神所赐，作

神代表权柄的地位。（5～11，16～18。）摩西没有反击，反倒将背叛

者和他们所背叛的人带到神面前。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是神所委派

的权柄，他将这案件交给神这最高的权柄，让神说话、暴露并审判。

在争夺权力的事上，惟一能审判并暴露真实光景的，乃是神自己。（圣

经恢复本，民十六 5 注 1。） 

可拉和其他人活活的坠落阴间。他们直接下到那里，不需要先经过死。

（参启十九 20。）这是耶和华所创作的一件新事。（民十六 29～30。）

（民十六 33 注 1。） 

神对〔那些与可拉、大坍、亚比兰一同背叛之〕二百五十人的审判，

表征人对神一切的事奉，若是照着人的意见、凭人的肉体、并与别人

争竞，都要受十字架的审判。（民十六 35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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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数记十六章里可拉和他一党的背叛，与祭司职分有关，（3，8～10，）

所以亚伦的杖发芽乃是个表白，指明亚伦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祭司

职分上有权柄。（民十七 8 注 1。） 

一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只把

亚伦那根发芽的杖留在约柜里，作永远的记念。这个意思就是说，复

活乃是我们事奉神的永远原则。事奉神的人，乃是一个死了的人，再

复活了。神一直向自己并向祂的子民见证，事奉神的权柄，乃是根据

复活，不是根据人自己。事奉神的事非经过死而复活，就不能摆在神

面前蒙悦纳。复活就是神，不是我们；复活就是神能，我不能；复活

就是神作的，不是我作的。凡自己以为不错的，凡对自己有错误估价

的，这人永远不知道复活是甚么。…如果有人一直自以为了不得，以

为自己行，以为自己有用，这就是不认识复活的人。你也许认识复活

的道理、复活的理由、复活的结果，但你不认识复活。所有认识复活

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知道自己不能

的人。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能生

时，艾萨克就不会生出来。凡是你能的，乃是天然的；你不能的，纔

是复活的。（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二七五至二七六页。） 

参读：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权柄与顺服（下编），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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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周二 

晨兴餧养 

民十九２ 『耶和华所吩咐律法中的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告诉以

色列人，把一只纯全无残疾，未曾负轭的红母牛牵到你这里来。』 

９    『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灰，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

为以色列人会众留着，用以作除污秽的水；这是赎罪祭。』 

  

母牛，除污秽之水的主要成分，（民十九 9，）表征救赎的基督。红色

表征罪之肉体的样式，为着外在担负人的罪。母牛没有残疾，表征基

督虽然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却没有罪的性情。（罗八 3 与注 3。）

母牛是纯全的，指明基督是完全的。（见出十二 6 注 1 一段。）母牛未

曾负轭，表征基督从未被任何人使用，特别是未被神的仇敌撒但使用，

或为着他被使用。（参 5 与注 1。）（圣经恢复本，民十九 2 注 1。） 

〔正如红母牛一样，〕基督〔也〕是在营外，（来十三 12～13，）就是

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加略山，（太二七 33 与注，）被钉十字

架的。（民十九 3 注 1。） 

信息选读 

香柏木表征基督尊贵的人性，牛膝草表征基督卑微的人性，朱红色表

征救赎最高的意义。（见利十四 4 注 3。）尊高的基督与卑微的基督，

在祂的救赎里，乃是除污秽之水的组成元素。（民十九 9。）（圣经恢

复本，民十九 6 注 1。） 

民数记十九章的污秽，不是指罪，乃是指死。（11，13～16。）死出自

罪，罪是死的根。（罗五 12。）由于背叛的罪，（民十一～十四，十六，）

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49。）因此需要除污秽的水。惟有基督救赎

的工作，借着祂尊高而卑微的人性，凭祂的死和祂复活的灵，（十九

17与注，）纔能医治并洁净整个局面，除去死的不洁。（民十九9注2。） 

十七节里的活水表征在基督复活里的圣灵。（约七 37～39 与 38 注 2，

39 注 1。）在除污秽的水里，有基督救赎的效能，连同祂复活之灵洗

净的能力。（民十九 17 注 1。） 

灰表征基督被减为无有。（可九 12。）这灰要留作除污秽的水，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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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罪，或作赎罪祭。（民十九 9 注 1。） 

民数记十九章九节里的灰是红母牛烧过之后所存留下来的，表征主救

赎的死在复活里的功效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永远的功效是祂死而复

活留下的；换句话说，主的救赎有永远的功效乃是在祂的复活里。（参

罗四 25。）…母牛的灰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表征主救赎的功效留在

罪人所在的地方。另一面，要将赎罪的血带到会幕前，表征主的救赎

在神面前的功效。…活水豫表圣灵。我们这些神的子民，何时沾染了

污秽，就要让圣灵调着主耶稣救赎永远的功效应用在我们身上，好除

去我们的污秽。这就如同约壹一章七节所说，『但我们若在光中行，

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意思是，我们若发现自己有罪，就当取用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

好恢复我们和神之间的交通。（民数记概论下册，第二十四篇—中文

尚未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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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周三 

晨兴餧养 

民二十８ 『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

盘石发出水来；这样，你就为他们使水从盘石中流出来，给会众和他

们的牲畜喝。』 

林前十４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盘石，那

盘石就是基督。』 

  

民数记二十章里的盘石豫表钉死并复活的基督，（林前十 4 下，）从盘

石流出的水豫表那灵，（4 上，）就是从钉十字架之基督所流出的活水。

（约十九 34 与注。）…这盘石乃是随着神的百姓经过旷野旅程的灵盘

石。这表征基督被钉十字架，成了随着祂百姓的盘石。这随行的盘石

就是复活的基督这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祂一直与召会同在，

用生命的水供应祂的信徒。 

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就

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盘石，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

一次。（来七 27，九 26～28 上。）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

只需要『拿着杖』，并『吩咐盘石』。拿着杖就是在基督的死里与祂联

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吩咐盘石，

就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盘石直接说话，求祂基于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

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参约四 10。）我们若将基督的死应用

在自己身上，并在信心里求基督赐给我们那灵，就必得着活的灵，作

为生命全备的供应。（腓一 19。）（圣经恢复本，民二十 8 注 1。） 

信息选读 

尊神为圣，就是使祂成为圣别的，也就是使祂从一切假神分别出来；

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祂成为凡俗的。摩西向百姓动怒，（民二十 10，）

又错误的击打盘石两下，（11，）就是没有尊神为圣。神没有动怒，摩

西却动怒，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他击打盘石两下，没

有遵守神在祂经纶里的话。…因此，摩西违犯了神的圣别性情和祂神

圣的经纶。为这缘故，他虽然与神亲密，被视为神的同伴，（出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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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却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 

在我们所说并所作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度必须按照神圣

别的性情，我们的行动必须按照祂神圣的经纶。这就是尊祂为圣。不

然，我们会在言语和行动上背叛祂并得罪祂。（圣经恢复本，民二十

12 注 1。） 

摩西向以色列人动怒，…就没有向神子民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的代

表祂；他击打盘石两下，就是在神行动上错误的代表神。因此，他和

他哥哥就受神惩罚，不得进入美地。（民二十 12～13，24，二七 12～

14。） 

在民数记二十章，神没有向百姓动怒，但摩西却动怒。…摩西在怒中

可能以为这次神要消灭百姓了。然而，神晓得二十章里的难处，是由

于百姓口渴。就如母亲不对口渴而哭的小孩生气，反会顾惜小孩；照

样，神也不向祂口渴的百姓动怒，反而负责用水供应他们。 

在二十四节神似乎是〔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没有顺从我。你们

没有作我吩咐你们作的事，反而作了别的事。百姓没有辱骂我，他们

没有错。他们只是需要水而已，惟有我纔能供应他们水。百姓口渴并

没有犯错，他们没有背叛我。你们定罪他们是背叛的人，但你们纔是

违背我话的人。』（民数记生命读经，二三五至二三七页。） 

参读：民数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九至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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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周四 

晨兴餧养 

民二一７～８ 『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有罪了，…求你向耶和

华祷告，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这蛇，就必得活。』 

约三１４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铜表征审判。〔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的〕铜蛇是主耶稣的豫表；

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作我们的代替和顶替，使我们能

『望』（信入）祂而得永远的生命。（约三 14～15 与注，罗八 3 与注

3。）（圣经恢复本，民二一 9 注 1。） 

信息选读 

在创世记三章，撒但化身为蛇，将他的性情注射到人肉体里。当以色

列子民得罪神，为蛇所咬之后，神吩咐摩西举起铜蛇，替他们受神的

审判，凡望那铜蛇的就活了。（民二一 4～9。）那是个豫表。在约翰

三章十四节，主耶稣把那个豫表应用到自己身上，表明祂成为肉体，

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罗八 3，）就是铜蛇的形状，有蛇形而无

蛇毒。基督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却与肉体的罪无分无关。（林后五

21，来四 15。）当祂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古蛇撒但因着

主的死就受了对付。（约十二 31～33，来二 14。）这就是说，堕落之

人里面的蛇性受了对付。当人在基督里由神的生命所重生时，他那属

撒但的性情就废止了。 

尼哥底母…是亚当的后裔，被古蛇毒害，里面有了蛇性。他不仅需要

主作神的羔羊除去他的罪，（约一 29，）也需要主成为蛇的形状，在

十字架上对付他的蛇性，使他得着永远的生命。照约翰二章所立定的

原则，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圣经恢复本，约三 14 注 1。） 

铜蛇首先表征主耶稣。其次，这蛇表征以色列人，因为是以色列人犯

罪，该被挂在杆上，受咒诅、受审判；第三，这蛇表征那蛇撒但。实

在说，不是以色列人自愿犯罪，乃是在他们里面的蛇叫他们犯罪。神

审判以色列人，实际上是审判这蛇；所以，挂在杆上的，实际上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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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犯罪的是人，但受审判的却是蛇。这给我们看见，实际上犯罪的

乃是那在人里面的蛇，就是魔鬼。在神眼中，蛇和以色列人乃是一。

所以，神审判杆上的蛇，也就是祂审判以色列人。 

我们还要看见，至终不是以色列人本身受神审判，乃是一个代替受了

神的审判。这代替—基督—乃是借着与祂所代替的人联合为一而受审

判。基督的十字架指明两个联合：第一，基督所救赎的人与撒但联合；

第二，基督与祂所救赎的人联合。 

民数记二十一章八至九节说，『凡被咬的，一看这蛇，就必得活。…

蛇若咬了甚么人，那人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意思是，凡看见自己

里面是蛇，又定罪自己里面的撒但，并接受基督十字架的人，就有生

命。 

重生的原则就是我们看见自己已经与撒但联合，成了撒但的一部分，

也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这联合对付了；因此，我们定罪这

联合，并接受主的救法，结果我们就活了，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运行。惟有这样，我们纔能享受复活及复活的生命，并活在永远的生

命里。（民数记概论下册，第二十六篇—中文尚未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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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周五 

晨兴餧养 

民三五６～７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当有六座庇护城，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

共有四十八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 

  

庇护城豫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救赎之神的具体化身，误犯罪的人可以

逃入基督里得庇护。神把基督交在罪人手中，（徒二 23，罗四 25，）

他们错误的把祂治死。（路二三 34，林前二 8。）倘若一个罪人悔改，

神会看他是误犯罪的人而赦免他。（路二四 47，徒二 38。）这样一个

人可以逃到基督里面。但任何人若拒绝福音，并不悔改，神会看他是

故意犯罪的人，注定要沉沦。（民 三五 16，约三 16～18。） 

庇护城有六座，约但河两岸各三座。（民三五 14。）六这数字表征犯

错的人，因为人是神在第六日创造的。（创一 26～27，31。）三这数

字表征三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二这数字（两组各三座城）表征立

在宇宙中的见证，向宇宙见证并宣告，三一神住在地上人类中间，作

他们的庇护城。（圣经恢复本，民三五 6 注 1。） 

信息选读 

给利未人的四十八座城，要分散在以色列中间，这就把雅各布在创世

记四十九章七节对利未的咒诅变为祝福。（圣经恢复本，民三五 8 注

1。） 

庇护城不仅为着以色列人，也为着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这表

征三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乃是为着全人类的。不仅如此，六座庇

护城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指明基督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亲近、

便利的。三一神已经在人中间扩展，达到我们所在之处，作一切犯错

之人的庇护城。（民三五 15 注 1。） 

我们若将这些庇护城在地图中标出来，就能看见这六座城分布得很平

均。六是由二乘三组成。三是神的数字，神乃是在祂的三一里临到人，

和我们发生关系，成了我们的拯救。…福音乃是要将人浸入三一神—

父、子、圣灵的名里。〔太二八 19。〕路加十五章也给我们看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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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三一神临到罪人，将罪人带回归神：牧人豫表主耶稣，（4，）妇人

豫表圣灵，（8，）父亲豫表父神。（20。）林后十三章十四节也说到神

对我们三面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

你们众人同在。』这些经文都启示三一神来作我们的救主和恩典，与

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此外，二是见证的数字。这指明在美地上一直有

这样的见证，就是三一神来到人中间接触人，作了人的保障。 

民数记三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在分配美地的事上，神要以色列人献上

一些所承受的产业，结果就产生了利未人的城，在这些城当中，有些

分出来作为庇护城。利未人的城可表征各地的召会；庇护城表征基督

作我们的救主，叫我们免去死亡的审判，并得着释放，而得回我们属

灵的产业。这意思是，地方召会需要尽功用传福音，使人接受基督的

救赎，蒙称义，得着属灵的产业，而在基督里得着安息之所，使神也

在他们中间得着居所。神作了这一切安排，使神和人、人和神同被建

造，成为相互的居所，同得安息。（民数记概论下册，第三十三篇—

中文尚未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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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周六 

晨兴餧养 

民二四１７～１９ 『我看祂，却不在现时；我望祂，却不在近日。

必有一星从雅各布而出，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祂必得…仇敌之

地…为产业；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布的，必掌大权，

并除灭城中的余民。』 

  

民数记是一卷陈述以色列人历史的书，而以色列人的历史乃是召会历

史的豫表。认真说来，全书只有二十四章十四至二十五节这段话是豫

言，也就是解经家所称『巴兰的豫言』。这豫言是说到主再来时所要

发生的事，由十四节的『日后』（原文意，末后的日子）所指明。（民

数记概论下册，第三十五篇—中文尚未出书。） 

信息选读 

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的星和杖都是指基督。…星有几方面的含意：

第一，星是在黑夜里出现；第二，星是属天的；第三，星是明亮的。

圣经说到主耶稣两次的显现时，都说到祂是星。祂第一次显现是在祂

出生时，外邦的星象家在东方看见祂的星。他们来到耶路撒冷，问说，

『那生为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因为祂的星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

就前来拜祂。』（太二 2。）主的第二次显现是在祂再来时。在启示录

二章主对在推雅推喇召会的得胜者说，『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28。）

在二十二章主又说，『我是明亮的晨星。』（16。）这两处经文都说到主

第二次来时，乃是晨星。 

在今世，就是〔主〕两次的显现之间，祂也要在属祂的人心里如同晨

星出现。（彼后一 19。）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基督作为星在他里面出

现。祂向我们第一次显现，是作我们的救主，祂也要在我们里面一再

出现，直到祂在荣耀里的第二次显现。今天祂在我们里面作为晨星出

现，是指向祂的再来。 

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的杖是指基督的掌权。有杖的人就是在宝座上

有权柄的人。譬如，诗篇二篇九节论到基督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

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四十五篇六节说，『神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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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的令牌是正直的令牌。』一百一十篇二节

说，『耶和华必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间掌权。』

创世记四十九章十节说，『令牌必不离犹大，王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杖是指基

督在宝座上，得着王权执行祂国度的权柄。我们若将基督作为星和杖

的经文合起来看，就看见主再来时，祂要在宝座上，在祂的国度里施

行祂的权柄。 

巴兰的豫言指明今世完全是黑暗的；是由黑暗掌权、不服神权柄的世

代。然而，星和杖要从雅各布而出，从以色列兴起。基督是明亮的晨

星，要照亮这黑暗的世界；基督是权柄，要从以色列兴起，管治这不

法的地。今天这地是黑暗的，没有光的照耀；也是混乱的，没有权柄。

主耶稣再来时，要如星显现，作宇宙之光，也要如杖显现，作宇宙的

权柄。 

民数记里以色列人的历史表征召会的历史。在这些历史的末了，基督

作为星和杖就要显现。祂要来照耀万民并治理全地。那时摩押人、亚

玛力人、和地上一切扰害神子民的情形，都要被除去，神的子民将不

再受苦。（民数记概论下册，第三十五篇—中文尚未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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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诗歌 

赞美主－祂的万有包罗性 152 

（约翰福音）8787（英 187） 

G 大调 4/4 

１ 

主，你于我何其丰富， 

你爱说出其度量！ 

你的自己无限富有， 

今在我灵给我享。 

１３ 

主，你又是奇妙复活， 

所有死亡全胜过； 

使我藉你复活大能， 

与你同死并同活。 

１４ 

你是神的无瑕羔羊， 

救赎为我来作成； 

你也是那赐圣灵者， 

为着使我得生命。 

１５ 

你是杆上所挂铜蛇， 

救我脱离致死罪； 

你在十架被人举起， 

掌死魔鬼为我毁。 

１８ 

你是盘石为我裂开， 

流出生命的活水； 

饮于你这常新水流， 

得脱一切的困惫。 

２６ 

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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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那『我是』的， 

应付我们所需要； 

享受你作一切一切， 

神就因你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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