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周 以色列人部署安营，豫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

撒冷 

读经：民二 2，启二一 12，21 上，二二 14 

  

【周 一】 

壹 在民数记二章二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

己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在四边安营』： 

  

一 部署安营这事没有人意的选择；一个以色列人生在那个支派，就

必须归到那个支派的纛下安营，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参林前十二 18。 

  

二 就这豫表的属灵意义说，信徒在召会中配搭，不能有自己的选择；

他们的配搭必须完全是出于神的命定和安排。 

  

三 以色列人的纛有十二面（会幕四边各三面纛），但只有一个中心

目标，就是以会幕和神的见证为中心： 

  

1 为着神百姓与神相会，帐幕称为会幕—利一 1。 

2 为着神的见证，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民一 50，53。 

3 在新约，基督与作为基督之扩大的召会，乃是帐幕这两面的实际。 

  

【周 二】 

贰 以色列人部署安营，豫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成为新耶路撒冷： 

  

一 以色列人对着会幕，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安营；这意思是，

神的见证是向着四方—二 1～34。 

  

二 四边各有三营；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三乘四，表征

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受造的人调和成为一。 

  

三 三乘四等于十二，十二也指永远和完全，以及行政和管理。 

  

四 因此，从以色列人部署安营的数字看，他们的编组表征神在祂的

神圣三一里，与受造的人调和为一，形成一个永远并完全行政的单位。 



  

【周 三】 

五 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的新耶路撒冷有四边，每边有三个门，四边共

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12～13 节。 

  

六 按照二至三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民数记二章里以色列人

的安营，是围绕着帐幕，这幅图画和启示录二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

撒冷相符： 

  

1 启示录二十一章里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边，民数记二章里的安营

也有四边。 

2 新耶路撒冷四边各有三个门，上面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同样的，

民数记二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安营也是四边各有三个支派。 

3 这乃是描绘永远里的景象，显示神在宇宙中的定旨，就是要使祂

自己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人调和，好成为一个行政单位；这行政单

位能为祂的见证争战。 

4 当十二个支派安了营，就如同一座城一样；新耶路撒冷四边的墙

就是城的保障。 

5 民数记里十二营的军队部署安营，相当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同

样，召会中的配搭是为着保障神的见证。 

6 各地召会里面的行政都该是『三乘四』，等于『十二』，作为那地

神圣的行政；这行政就是军队，为神争战，并维持神的见证。 

  

【周 四】 

参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

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启二一 12： 

  

一 墙是为着分别和保护；新耶路撒冷要绝对分别归神，也要完全保

护神的权益。 

  

二 这墙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样高大的墙，来分别并

保护他们。 

  

三 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天使是服役的灵，（来一 14，）为那些承受



救恩，并有分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永远之福的人效力。 

  

四 这些天使要为我们的产业看门，我们却要享受神永远经纶里丰富

的基业。 

  

五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以色列代表旧约的律法，指明新耶路

撒冷的门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并观看，以保证圣城一切的交

通、进出都合乎律法的要求。 

  

六 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征这十二支派是圣城的

入门；这些入门乃是借着福音的传扬，引人进入三一神的丰富，享受

其中的供应—参二二 14。 

  

【周 五】 

肆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二

一 21 上： 

  

一 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 

  

1 当蚌被砂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成为宝贵的

珍珠。 

2 蚌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参赛五三 5，）

就分泌祂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

永远的居所和彰显。 

3 圣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表征借着那胜过死亡，并分泌生

命的基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 

4 这符合那由以色列所代表，并由看守的天使所观看之律法的要求；

惟有凭着基督得胜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所完成之一次永远的重生，

我们纔能进城。 

5 神在这一个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们带进神里面，带进神的权益

里，带进神的国里，并带进神的经纶里，这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三

一神是我们的三一入口—路十五 1～32，弗二 18，彼前一 1～2。 

  

【周 六】 



二 珍珠表征基督两方面分泌的结果，这两方面就是祂救赎并释放生

命的死，以及祂分赐生命的复活： 

  

1 这两种分泌（分赐），需要寻求的信徒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每天主

观的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模成基督的死—腓三 10。 

2 我们惟有凭基督复活的大能，纔能经历祂的死；我们凭基督复活

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们可怜的己留在十字架上—参歌二

8～9 上，14。 

3 我们也应当凭耶稣基督之灵（复活的实际）全备的供应，寻求每

天主观的经历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模成神长子的形像—腓一 19，罗

八 28～29。 

4 基督的死惟有借着基督的复活纔能给我们经历，而基督的复活惟

有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纔能对我们成为真实的。 

5 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就碰着基督这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基督

复活的实际；我们必须借着不住的祷告，时时在我们灵里摸着基督—

帖前五 17。 

6 祂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就会将我们模成祂死的模型，而祂的灵

在我们里面就会将我们模成，使我们进入祂形像（就是神长子之形像）

的荣耀里。 

7 我们都需要祷告：『主，监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死里；我不要

离开你的死，却要让你的死成为我甜美奇妙的住所；主，我要与你一

同留在你的死里。』 

8 祂的死乃是祂有地位分泌自己来包裹我们的地方；这是惟一的地

方，使我们能享受并经历祂复活的生命作生命的汁液，分泌出来包裹

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成为一颗美妙的珍珠，为着进入神的建造。 

9 基督为我们受了伤，为要把我们监禁在祂的伤处，好在我们一生

中，一再的在我们身上实施祂的分泌，使我们成为珍珠，以建造神永

远的住处。 

10 我们越主观的成为珍珠，就越在新耶路撒冷里，也越在国度里—

太十三 45～46，约三 5。 

 

第二周．周一 

晨兴餧养 



民二 1～2『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纛下，

在自己宗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在四边安营。』 

  

〔以色列人〕编组的第二点，就是部署安营。数点是为着部署安营，

部署安营就成为军队。 

〔民数记二章二节开头〕这句话含意很深。首先我们要看见，部署安

营这事没有人意的选择。比方，…一个以色列人是犹大支派所生，…

不能因他不喜欢犹大，而要归到拿弗他利支派的纛下。每个支派有一

个大纛（一面大旗），人生在那个支派，就该归到那个支派的旗下，

不能有自己的选择。就这豫表的属灵意义说，在召会中的配搭，也不

能有自己的选择，完全是出于神的命定、神的安排。（民数记概论上

册，二八至二九页。） 

信息选读 

民数记二章二节下半接着说，『对着会幕，在四边安营。』以色列人虽

然各归各纛，但中心只有一个；纛旗有十二面，中心目标只有一个。

所有的纛都是为着维持神的见证，没有一面旗是为着自己的支派。他

们不是各自独树一帜，乃是对着会幕、围着会幕安营；他们是以会幕，

就是神的见证为中心。 

在民数记里，帐幕有两个名称，一是会幕，（一 1，四 23，）二是见证

的帐幕。（一 50，53，十 11。）称作会幕，乃重在帐幕是神与祂百姓

相会的地方；称作见证的帐幕，则重在见证的柜是帐幕的中心。 

利未记大都说到会幕，因其重点不在于神的见证，乃在于人如何到神

面前与神交通、事奉神并过圣别的生活。民数记纔着重于神的见证。

神的见证是指摆在见证柜里的两块法版。见证柜是帐幕的中心，因此，

帐幕成了见证的帐幕。见证的帐幕是宇宙的中心，是神在地上的见证；

而这见证在地上需要有保障。当日这见证的帐幕立在旷野，若没有彀

强的军队围绕保护，就很容易被毁坏。神见证的帐幕要能立在地上，

一直维持在那里，就需要以色列人所编组的军队在帐幕周围安营、保

护，使其得着保障，能稳妥的在地上维持神在宇宙中的见证。 

召会也是如此，一面是会幕，另一面是见证的帐幕。一面有属灵的军

队，以帐幕作中心为神争战，为着维持神的见证；另一面有为着见证

的事奉，这见证乃是一切事奉的中心。今天召会在地上有这两面的职

责，一面是争战，一面是维持神的见证，而争战是为着维持见证。各

地召会都该有属灵争战的光景，也该有为神作见证的光景。属灵的争



战乃是指召会受撒但攻击时，召会中那些生命成熟的人，能认识撒但

的攻击，并在神面前担负祷告的工作；他们就像以弗所六章十至二十

节所说的，与那邪恶的属灵势力争战。（民数记概论上册，二九、一

六至一七、二七至二八页。） 

参读：民数记概论，第二篇。 

 

 

 

  



第二周．周二 

晨兴餧养 

民二３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按着军队安营的，是属于犹大营的

纛；犹大人的首领…。』 

９   『凡属犹大营，按着军队被数点的，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名；

他们要作第一队起行。』 

  

以色列人对着会幕，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安营。这意思是，神

的见证是向着四方。东、南、西、北四边各有三营，这样的安营有其

数字上的讲究。三乘四等于十二，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

三乘四，表征神在三一的身位里，与受造的人调和成为一，结果就是

十二。十二有永远、完全的意思，还有行政、管理的意思。在以色列

人列营的阵势里，从数字看，这个编组表征神在三一的身位里，与受

造的人调和为一，形成一个永远完全的行政单位。（民数记概论上册，

二九至三○页。） 

信息选读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是属于犹大营的纛，…他们要作第一队起行。

（民二 3～9。）在南边的，是流便营的纛，…他们要作第二队起行。

（10～16。）在西边的，是以法莲营的纛，…他们要作第三队起行。

（18～24。）在北边的，是但营的纛，…他们要作末队起行。（25～31。） 

四营的次序不是照出生，乃是照属灵的情形。流便是长子，（创二九

31～32，）却因犯淫乱，失去了长子名分。（四九 3～4，代上五 1～2。）

犹大是第四个出生，（创二九 31～35，）却作第一队起行，因为他在

十二兄弟中是得胜的狮子，（四九 8～9，）豫表基督是得胜的战士，

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启五 5，）击败神仇敌的一位。约瑟的儿子以法

莲，由于约瑟成了第三队。在诸营中间，但在末后；但也是最坏的，

因为他是『蛇』，（创四九 17，）又首先背叛神的国，并设立第二个敬

拜中心。（王上十二 26～30。） 

四营各有三支军队，产生十二这数字。这数字由三乘四组成，表征三

一神（三）与祂的造物（四）调和，形成一个永远并完全行政的单位。

十二这数字是神完全并完整之行政的数字。例如，十二使徒是为着神

的行政。 

会幕同着利未营，是在诸营中间，要在四营中间起行。（民二 17。）

利未人围绕帐幕的三边安营：革顺人在西边，（三 23，）哥辖人在南



边，（29，）米拉利的子孙在北边，（35，）留下东边给摩西、亚伦和亚

伦的两个儿子。（38。） 

我们越思想以色列人在帐幕四围部署安营的图画，就越必须为着神的

计划、神的主宰、和神创造的能力敬拜祂。借着神创造的能力，雅各

布有十二个儿子，每个儿子成为一个支派。有一个支派，利未，被分

别出来成为祭司（利未人），但约瑟的两个儿子补上空缺。利未生了

三个儿子，占着帐幕的三边，留下一边给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在旧约里有许多图画，但是很少基督徒知道如何将其应用到新约里的

记载。我们若细读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会发现这两章里有些东

西题醒我们旧约的事物。若是没有旧约的图画，我们就很难明白新约

里所记关于新耶路撒冷的启示。（民数记生命读经，二三至二五页。） 

参读：民数记生命读经，第三篇。 

 

 

 

  



第二周．周三 

晨兴餧养 

启二一１２～１３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

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的新耶路撒冷…有四边，每边有三个门，四边共有

十二个门，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12～13。）在二

至三节说到，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与人同在。民数记二章里以色列

人的安营，是围绕着神的帐幕，这幅图画和启示录二十一章所描绘的

新耶路撒冷相符。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边，民数记里的安营也有四面。

新耶路撒冷每边有三个门，上面有三个支派的名字；民数记二章以色

列人的安营也是每一边有三个支派。（民数记概论上册，三○页。） 

信息选读 

〔民数记二章里的安营〕不是巧合，乃是永远里之景象的图画。神在

宇宙中的目的，就是要使祂自己在三一的身位里，与人调和为一，成

为一个行政单位。这行政单位能为祂的见证争战。当十二个支派安了

营，就如同一座城一样。新耶路撒冷四面的城墙就是城的保障。民数

记里十二营的军队部署安营，就等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乃是保障。

同样，召会中的配搭是为着保障神的见证。各地召会里面的行政都该

是『三乘四』，等于『十二』，作为那地神圣的行政；这行政就是军队，

为神争战，并维持神的见证。（民数记概论上册，三○页。） 

马太十三章里，在宝贵的东西中间有消极的东西—稗子、酵和大树。

神在祂的经纶里不在意这些，只在意麦子（植物生命），这麦子要在

性质上变化成金子、珍珠和宝石（矿物）。这一切宝贵的东西都要终

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部署安营，豫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照

着我们的观察以及今天召会外表的光景，似乎没有任何部署安营。…

当然，神所编组的军队不包括稗子；惟有历代在基督里的真信徒纔算

数。这一切信徒得救、圣别、更新、变化、并模成基督的形像之后，

都要得着荣耀。在这得荣里，将要看见新耶路撒冷的实际，就是神在

祂新约的经纶里，在旧造里新造工作的终极完成。 

至终，神新造的工作要终极完成为一个实体—新耶路撒冷。在那里我

们要看见，神所救赎的人部署安营。然而，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却



是一团糟，这使我们哀恸哭泣。但我们相信从这哭泣中会出来禧年。

首先，在千年国时期会有较小规模的禧年，然后在新天新地里将有完

满规模的禧年，直到永远。 

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神的经纶。首先，神的经纶是作出旧

造。然后，神从旧造中用四个时代产生新造。今天，这新造是完成为

召会；到千年国里，这新造要完成为规模较小的新耶路撒冷；到新天

新地里，这要完成为规模完整的新耶路撒冷。圣经中所启示神经纶之

图画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民数记生命读经，一九至二一

页。） 

参读：民数记生命读经，第三篇。 

 

 

 

  



第二周．周四 

晨兴餧养 

启二一１２～１３『〔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

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墙是为着分别和保护。新耶路撒冷要绝对分别归神，也要完全保护神

的权益。这墙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样高大的墙，来分

别并保护他们。（圣经恢复本，启二一 12 注 1。） 

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天使是服役的灵，（来一 14，）为那些承受救恩，

并有分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永远之福的人效力。这些天

使要为我们的产业看门，我们却要享受神永远经纶里丰富的产业。（启

二一 12 注 3。） 

信息选读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以色列代表旧约的律法，指明新耶路撒冷

的门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并观看，以保证圣城一切的交通、

进出都合乎律法的要求。十二个门上有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也

表征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圣城的入门，借着福音的传扬，引人进入三一

神的丰富，享受其中的供应。（圣经恢复本，启二一 12 注 4。） 

十二个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启二一 12 下，）以色

列代表旧约的律法；这表征在神国的入口处有律法的要求。…〔这〕

指明律法在看守十二个门。律法没有东西供应或滋养人，律法不过对

我们有所要求。律法看守着门；罪人若要进入圣城，必须履行律法的

要求。律法是守门的，是门前的侍卫，确证你已履行了它的要求。你

『经过门』的时候呼求主耶稣的名，律法就说你可以了。只要你在耶

稣基督里，律法每一部分的要求就都履行了，你也通过了。现在你能

彀进入圣城。…当我们来到三一的入口，我们有一张『免费门票』，

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门前的看守者（律法）也尊荣基督。 

律法不仅是守门的，也是引人入门的儿童导师。（加三 24。）…律法

赐给我们，不是要我们遵守，乃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律法是把你带

到门口的导师，也是批准你通过门口的看守者。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见十二个门上有十二位天使，（启二一 12 上，）

这表征天使看守新耶路撒冷的入门。（路十五 7，10，来一 14。）每一

个门上不仅有十二支派中一个支派的名字，也有一位天使。律法要求



人，天使看着人；天使乃是观众。神新约经纶的整个领域，实际上乃

是『一个盛大的展示会』。要进入这个展示会，你需要一张免费门票。

展示会上也有观众，就是天使。你若不承认基督的名，就得不到免费

门票。然而，你若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得着一张进入圣城的免费门票，

作观众的天使就欢乐，欢迎你进去。门上的一位天使，实际上代表整

个天使的范围。在路加十五章十节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

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在相信主耶稣，悔改并呼求

祂宝贵的名时，也许不晓得天上有千万的天使在『鼓掌』欢乐。（神

新约的经纶，四三五至四三七页。） 

参读：神新约的经纶，第三十四至三十五章。 

 

 

 

  



第二周．周五 

晨兴餧养 

启二一２１ 『〔新耶路撒冷〕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

自是一颗珍珠造的…。』 

赛五三５  『那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

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现在我们来看新耶路撒冷里珍珠的意义。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告

诉我们，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珍珠不是出于创造或

制造，乃是蚌所产生的。珍珠的产生是出于生机，正如果实不是出于

制造或创造，乃是树木生机的产品。…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当蚌被

砂粒—小石子—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成为宝贵的

珍珠。 

在这寓言里，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之死的说明。蚌描绘出基督这位永活

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参赛五三 5，〕就分泌祂的生命包裹我

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住处和彰显。圣

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表征借着那胜过死亡并分泌生命的基督

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神新约的经纶，四○八至四○九页。） 

信息选读 

圣城的每一个门都是一颗珍珠，这表征城的进入是惟一而一次永远的；

就是，惟有凭着基督得胜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借着一次永远的重

生，纔能进城。（圣经恢复本，启二一 21 注 2。） 

蚌的创伤是小石子所造成的内伤。这粒小石子能留在伤处；照样，我

们也能留在基督的死里。…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留在基督包罗万有的

死里。我们所以发脾气，就是因为我们从基督的死里迁出来了。…你

在那里纔能胜过罪，胜过急躁，胜过世界，胜过撒但？不是在别处，

乃是在基督的死里。 

一天又一天，我享受基督复活生命的分泌。有一种分泌时时包裹我，

因为我始终被监禁在祂的死里。死在那里，复活就在那里。复活在死

里面，并且借着死工作。这复活就像蚌产生珍珠那样，分泌复活基督

生命的汁液，来包裹你的全人。…我们若留在主的死里，并享受祂分

泌生命的复活，就更多进入新耶路撒冷。我们对主的死与复活的经历，

成了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入口。 

盼望…我们都这样祷告：『主，监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死里。我



不要离开你的死，却要让你的死成为我甜美奇妙的住所。主，我要与

你一同留在你的死里。』主的死乃是祂有地位分泌自己来包裹你的地

方。这是惟一的地方，使你能享受并经历祂复活的生命作生命的汁液，

分泌出来包裹你的全人，使你成为一颗美妙的珍珠。我们必须看见，

珍珠表征基督在救赎的工作里，用祂分泌的生命所产生的信徒，为着

进入神的建造。 

彼前一章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乃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

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血所洒的人』。…〔在此〕我

们看见父的拣选、那灵的圣别、和子的洒血。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在

这一个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们带进神里面，带进神的权益里，带进

神的国里，并带进神的经纶里，这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经启示三

一神是我们的三一入口。（神新约的经纶，四一○、四一二至四一四、

四三二页。） 

参读：神新约的经纶，第三十三章。 

 

 

 

  



第二周．周六 

晨兴餧养 

腓三１０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

模成祂的死。』 

一１９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

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珍珠表征基督两方面分泌的结果，这两方面就是祂救赎并释放生命的

死，以及祂分赐生命的复活。我们若没有神的启示，就永远无法看见

基督的死分泌、分赐以产生城的门。十二个门也是基督在祂分赐生命

之复活里分泌的结果。祂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

信徒里面。（林前十五 45 下。）…基督的死和复活都有一个结果，一

种分泌。 

这两种分泌（分赐），需要寻求的信徒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每天主观

的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模成基督的死。（腓三 10。）我们不仅必须

把基督的死本身，更要把祂死的分泌，主观的放在我们日常的经历中。

（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一四至一五页。） 

信息选读 

我们必须把对基督主观之死的应用，放在我们日常的经历中。我们惟

有凭基督复活的大能，纔能经历祂的死。…我们已经钉了十字架，但

我们怎样纔能一直保守自己在十字架上？没有人能作到这事，惟有那

些认识基督复活大能的人，纔有性能、有能力实行这事。我们凭基督

复活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们可怜的己留在十字架上。 

信徒也应当凭耶稣基督之灵（复活的实际）全备的供应，寻求每天主

观的经历基督的复活，使他们模成神长子的形像。（腓一 19，罗八 29。） 

基督的死惟有借着基督的复活纔能给我们经历，而基督的复活惟有凭

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纔能对我们成为真实的。耶稣基督已经成

了赐生命的灵，祂就在我们里面。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就碰着基督

这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基督复活的实际。乃是借着这灵，我们经历

基督的复活。经历基督的复活，就是接触赐生命的灵。 

我们要应用这点，就必须一直留在我们的灵里，碰着基督这灵，这灵

乃是祂复活的实际。然后我们就有能力留在十字架上。城门的应用，

第一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留在十字架上。第二，我们必须应用基

督这位活在我们灵里的赐生命之灵。我们必须常常接触祂。这就是圣



经告诉我们要不住祷告（帖前五 17）的原因。惟有借着祷告，我们

纔能在我们灵里摸着基督这赐生命的灵，这灵就是祂复活的实际。 

我们将基督的死付诸实行，就会模成祂的死，而有一个在十字架上死

了之人的形像。当我们摸着那灵时，我们就摸着在复活里的基督，这

就会使我们模成神长子荣耀的形像。祂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就会将

我们模成祂死的模型，而祂的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将我们模成，使我们

进入祂形像，就是神长子之形像的荣耀里。（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

于寻求的信徒，一六至一八页。） 

参读：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第二篇。 

 

 

  



第二周．诗歌 

终极的显出－新耶路撒冷 776 

（启示录二十一至二十二章） 

8888（英 979） 

F 大调 3/4 

１ 

何等荣耀，何等光明， 

何等神圣耶路撒冷！ 

乃是神在人间帐幕， 

又是羔羊所娶新妇。 

２ 

新约圣徒，旧约选民， 

都是圣城组成成分； 

同蒙救赎，同承应许， 

同被建造，给神安居。 

３ 

圣城四方，完美、方正， 

长宽高度全都相等， 

无何多余，无何不及， 

无何偏斜，无何不齐。 

５ 

十二城门全是珍珠， 

因蒙基督奥妙救赎； 

重生使其变质成珍， 

神圣事物由此入门。 

６ 

十二墙基十二宝石， 

石石都是珍贵装饰； 

经过烧压，经过组织， 

方有如此永远价值。 

７ 

碧玉城墙明如水晶， 

神的光辉在此照明； 

射出神的荣耀光芒， 



照出神的碧玉形像。 

８ 

城墙为界，里外分别， 

摒除一切不圣、不洁； 

惟有精金、珍珠、宝石， 

能合圣城荣耀性质。 

１４ 

十二数目表明政权， 

也是表明永远完全； 

更是表明神、人调和， 

三四相乘，融洽无隔。 

１６ 

圣城非但有神形像， 

并且为神掌权作王； 

成全神的永远心愿， 

满足神心，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