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週 編組成軍，為著神在地上的權益與神一同爭戰 

讀經：民一 1～3，18，24，45～46，二 1～2，17，32，出十二 41，

51，十三 18 

  

【週 一】 

壹 說民數記只是論到飄流和一再失敗的書，這並不正確；民數記乃

是論到得勝和榮耀的書—一 1～3，18，24，45～46，二 1～2，17，

32，三三 52～53： 

  

一 民數記陳明一個榮耀的景象，有纛和旗號，編組成軍，有秩有序；

何等榮耀，神在地上不僅有住處，也有軍隊—二 17，出二五 8，六

26，七 4，十二 41，51，十三 18。 

  

二 民數記自始至終是一卷榮耀的書；一開始神編組軍隊，末了則記

載如何分配這軍隊所征服之地—一 1～3，三三 52～53。 

  

三 民數記的圖畫表明，三一神與祂所揀選的人調和一起成為一個實

體，使神能在地上行動並征服祂的仇敵，為要重新得著這地，以完成

祂永遠的定旨—十 33～36，弗三 11。 

  

【週 二】 

貳 民數記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

以及他們行程和爭戰的領導、道路與目標—一 5～53，西二 9： 

  

一 在民數記基督被啟示為神子民生活的意義： 

  

1 見證的櫃是見證的帳幕之中心—一 50，53。 

2 約櫃連同帳幕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意義。 

3 我們人生的意義乃是要讓神在基督裏進到我們裏面，並藉著我們

得彰顯—西二 9，一 27。 

4 我們看見基督在神經綸中的異象時，就開始領悟基督自己是宇宙

的目的，也是我們人生的意義—15～20 節，二 2，9～10，17，三 4，

10～11。 

  



【週 三】 

二 作神子民生活之意義的基督，乃是神的見證—民一 53： 

  

1 既然約櫃豫表基督，以色列人生活的意義就是顧到作神見證的基

督。 

2 在舊約裏，見證乃指律法： 

ａ 那刻著律法的兩塊石版稱為見證，（出二五 21，）是放在約櫃裏。 

ｂ 因為約櫃裏放著見證，約櫃就稱為見證的櫃。 

ｃ 神的律法乃是神所是的見證，告訴我們神是怎樣的神。 

ｄ 律法是神所是的圖畫，豫表基督是神在祂一切神聖屬性裏的具體

化身—西二 9。 

  

三 基督是神子民的中心—一 15，18： 

  

1 這由以色列人在帳幕四圍安營的方式所描繪—民二 2。 

2 今天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該以基督為我們惟一的中心—來二 12。 

  

四 基督是領導、道路與目標—太二三 10，約十四 6，腓三 12～14： 

  

1 基督乃是一直在行動、活動、並往前的一位： 

ａ 在祂往前時，祂是我們的領導、（太二三 10、）我們的道路、（約

十四 6、）與我們的目標。（腓三 12～14。） 

ｂ 在召會裏，獨一的領導乃是基督；祂在祂的道路上並朝著祂的目

標領導著我們；這道路與目標其實都是祂自己。 

2 腓立比三章十二至十四節指明基督該是我們的目標，我們的標竿；

祂是我們向前直跑的目標。 

  

五 倘若基督對我們不是這一切，神就無法在地上取得立場，建立祂

的國同祂的家—太十六 16～19。 

  

【週 四】 

參 民數記記載神所揀選並救贖的人，如何組成祭司軍隊，與神一同

前行，並為著神在地上的權益與神一同爭戰—一 1～四 49，九 15～

十 36，十二 16，二十 1～二一 35，三一 1～54，三三 1～49： 



一 軍隊是為著神子民的爭戰，使神能在地上取得立場，建立祂的國

同祂的居所—出十二 41，51，十三 18。 

  

二 在民數記我們可以看見三件事：軍隊的編組、軍隊的行程、與軍

隊的爭戰—十 33～36： 

  

1 軍隊的編組是為著爭戰，而爭戰需要軍隊一直前行，不可停留在

一地。 

2 以色列人總是從一地往前到另一地，得著立場，使神能得著一班

人，為著祂的國和祂的家被建造起來—三三 1～49。 

  

三 民數記一至二章啟示，以色列人被編組成軍是因為他們被仇敵四

面包圍： 

  

1 為著護衛神的見證，這軍隊是需要的—一 1～3。 

2 以色列人被編組成軍，能為著護衛神的見證而爭戰： 

ａ 按照民數記的圖畫，軍隊是在會幕四圍安營，以護衛帳幕所立於

其中的領域及範圍—二 2。 

ｂ 神看在曠野的以色列人乃是為祂見證而爭戰的軍隊—出十二 41，

51，十三 18。 

ｃ 表面看來，以色列人是為他們自己爭戰；實際上，他們乃是為著

神在地上的見證爭戰，因為他們中間有見證的帳幕，就是神在地上的

居所。 

3 在這個爭戰中有兩種主要的功用：一是與仇敵爭戰，一是維持帳

幕，這帳幕代表神在宇宙中的見證—民一 1～3，二一 1～3。 

  

【週 五】 

四 在以色列家編組成爭戰的軍隊這件事上，我們看見創世記一章二

十六至二十八節所啟示的原則： 

  

1 神渴望得著一個團體的人，代表祂從撒但霸佔的手中征服並重新

得回這地—弗四 24。 

2 神已將迦南美地賜給以色列，但以色列人必須從神仇敵霸佔的手

中奪回這地；他們必須藉著爭戰，擊敗眾仇敵，而得著這地—民二一



1～3。 

  

五 神的軍隊戰勝亞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王噩—1～3，21～35

節： 

  

1 亞拉得王、（1、）亞摩利人的王（21）和巴珊王，（33，）是約但

河東的『守門者』，為撒但護衛著迦南地，就是黑暗的國。 

2 以色列人要進入美地，必須通過這三個王所管治的境界，與他們

爭戰，毀滅他們，並佔領他們的境界。 

3 這表徵召會要享受追測不盡之豐富的基督，就必須擊敗這幾個王

所表徵的仇敵並佔領他們的境界—弗三 8，六 10～12。 

  

【週 六】 

六 在舊約的豫表裏，迦南有兩方面： 

  

1 在積極一面，迦南是豐富之地，（申八 7～10，）豫表包羅萬有的

基督同祂追測不盡的豐富。（西一 12，弗三 8。） 

2 在消極一面，迦南表徵撒但國度空中、天上的部分： 

ａ 撒但是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二 2，）

有他的權勢（徒二六 18）和他的使者，（太二五 41，）這些使者是他

的從屬，就是那些執政的、掌權的，掌管這黑暗世界的；（弗六 12；）

因此，撒但有他的國，（太十二 26，）就是黑暗的權勢。（西一 13。） 

ｂ 迦南人豫表跟隨撒但墮落的天使，背叛的天使，（啟十二 4，7，）

他們成了撒但國裏有能的、執政的和有權勢的。（參但十 13，20。） 

ｃ 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為要據有並享受美地，豫表整個召會，

包括所有的肢體，都有分於屬靈的爭戰，抵擋『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

靈勢力』，（弗六 12，）使聖徒能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地。 

ｄ 召會必須是這一個團體的戰士，抵擋撒但空中的勢力，使神的子

民更多贏得基督，好建造基督的身體，建立並開展神的國，使基督能

回來承受這地—太十六 27～28，啟十一 15，十二 10。 

  

七 全本聖經給我們看見一件事—神的心意是要得著一班編組成軍

的人，以基督為他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領導、道路與目標，

並且往前為神爭戰，使祂在地上得著立場，並得著一班人建造成為祂



的國和祂的家，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創一 26～28，出十二 41，

51，十三 18，太十六 16～19，弗六 10～12，啟十七 14，十九 11～

16，二一 2，10～11。 

 

 

 

 

 

  



第一週．週一 

晨興餧養 

民一１～３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華在

西乃的曠野，在會幕中對摩西說，你們要按以色列人全會眾的家族、

宗族，照人名的數目，逐一計算所有男丁的總數。凡以色列中，從二

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亞倫要按他們的軍隊數點。』 

  

多數關於民數記的解經書都給人這樣的印象：這卷書論到飄流和一再

的失敗。這不太正確。正確的說，民數記這卷書不是論到失敗，乃是

論到得勝和榮耀。神在地上不僅有住處，而且有軍隊，這豈不榮耀麼？

（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四年第四冊，三二九頁。） 

信息選讀 

民數記二章說，『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

下，在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對著會幕，在四邊安營。』（1～2。）

在會幕的四圍，每支派有明確的地方支搭自己的帳幕。在東邊的支派

是猶大、以薩迦和西布倫；在南邊的支派是流便、西緬和迦得；在西

邊的支派是以法蓮、瑪拿西和便雅憫；在北邊的支派是但、亞設和拿

弗他利。（3～31。）在中心的是利未人，負責照管帳幕。（一 50～53，

二 17。）祭司絕不能與帳幕隔開；他們與帳幕是一，並且總是隨著

帳幕。十二支派在帳幕四圍安營，利未人在中央，這幅圖畫乃是要來

之新耶路撒冷的豫影。啟示錄描繪的那座城有十二個門，四邊各有三

門，門上寫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二一 12～13。）那就是說，

新耶路撒冷不是在啟示錄纔有的新觀念，乃是在許多世紀以前，已經

啟示在民數記中。因此，我們再次看見，整本聖經乃是在一條線上，

與神的建造這件事有關。舊約的帳幕怎樣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中心，

神和羔羊也照樣是新耶路撒冷中心的殿。（啟二一 22。） 

民數記自始至終是一卷榮耀的書。一開始神將以色列人編組成軍，末

了則記載如何分配這軍隊所征服之地。開始時，眾營列陣豫備爭戰。 

民數記陳明一個榮耀的景象，有纛和旗號，編組成軍，有秩有序。這

一切全是我們今天可應用的。十二支派組成的軍隊分成四隊，每隊有

三個支派。我們…看見三和四這兩個數字—三一神與人調和。調和的

原則由三乘四（等於十二）所代表。十二這數字表徵神不僅加給我們，

也與我們調和。啟示錄一開始記載七個召會，分成一組四個加上一組

三個。（二 1～三 22。）七這數字表徵三一神加於受造之物，就像三



加四，結果等於七。但啟示錄結束在新耶路撒冷，那裏一切的數字都

是十二的倍數，也就是三乘四，表徵神與人調和。神真實的建造乃是

神與人的調和。（李常受文集一九六四年第四冊，三二九至三三一頁。） 

在民數記所描繪的圖畫中，神的行動是在約櫃連同帳幕裏，就是在作

神具體化身的基督（西二 9）這位神、人調和的神人，（見出二五 11

註 1，）連同作神地上居所的召會裏；（林前三 16，弗二 21～22，提

前三 15；）召會乃是基督的擴大，擴增。（見出二六 15 註。）民數

記的圖畫表明，三一神與祂所揀選的人調和一起成為一個實體，使神

能在地上行動並征服祂的仇敵，為要重新得著這地，以完成祂永遠的

定旨。（參徒一 8。）（聖經恢復本，民一 1 註 1。） 

參讀：神建造的異象，第九章。 

 

 

 

  



第一週．週二 

晨興餧養 

西二９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一２７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

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民數記的總綱是蒙救贖、被聖別的以色列人編組成為神聖別的軍隊，

要跟隨神的領率往前，並要為祂爭戰。…在摩西五經，就是摩西的五

卷書裏，所記載的都是豫表。尤其整個以色列國，乃是召會的豫表。

以色列人如何編組成為軍隊，召會也該照樣編組成為軍隊。關於這點，

我們不該看當前的情況，不該看外表。…我們會對召會軍隊的存在有

懷疑，但撒但卻知道有這樣一支軍隊。我們需要相信，今天有一支由

所有忠信者編組而成的軍隊，一直前行並爭戰，使神得著國度與住家。

（民數記生命讀經，四頁。） 

信息選讀 

我們可以籠統的說，全本聖經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因為聖經集中於基

督為中心。但民數記的中心思想是甚麼？民數記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

是神子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以及他們行程和爭戰的領導、道

路與目標。 

民數記啟示基督是神子民生活的意義。在曠野的四十年間，二百萬以

色列人似乎沒有作甚麼。他們沒有從事工業、商業或農業。但一天又

一天，他們忙於一件事—神見證的櫃。（七 89。）見證的櫃是帳幕的

中心；帳幕稱為見證的帳幕。（一 50，53。）以色列人四十年之久為

著保守約櫃同帳幕而工作。約櫃連同帳幕是他們生活的意義。倘若沒

有約櫃，以色列人的生活就不會有任何意義。約櫃和帳幕都稱為神的

見證。既然約櫃豫表基督，以色列人生活的意義就是顧到作神見證的

基督。（民數記生命讀經，四至五頁。） 

我們是按著主耶穌的形像造的，是剛好適合讓祂進到我們裏面來穿上

我們。這就是宇宙的意義。宇宙的意義就是神的彰顯，那裏有神的彰

顯，那裏就有宇宙的意義。神得著彰顯的路，不是客觀的，乃是主觀

的；神乃是要進到人裏面，藉著人得著彰顯。因此，當初神造人，是

按著祂的形像造的。神這樣造人乃是非常特別的。好比我們室內的照

明都是用電燈泡，每個電燈泡都是專為著彰顯電而發出電光。然而，

若是電不能通到燈泡裏發出光，電燈泡就失去它存在的意義。我們人



生的意義，就是要讓神進到我們裏頭。宇宙的意義，就是在宇宙間有

一班人得著神進到他們裏面，作他們的內容。所以，得救就是從沒有

人生的意義，蒙神拯救，進到有意義的生命裏。現今我們得救了，我

們有了人生的意義。主耶穌在我們裏面，就是有意義的生命。（李常

受文集一九七一年第一冊，一九七至一九八頁。） 

在你得救以前，你知道宇宙的目的麼？你知道人生的意義麼？當然你

不知道這些事。你不知道你在地上生活的目的，或者你的定命將是甚

麼。宇宙的目的和你生命的意義都是奧祕。惟有我們領受關於基督的

異象，並且經歷神的救恩時，我們纔能領會宇宙和我們在地上生活的

奧祕。（哥林多前書生命讀經，一九三至一九四頁。） 

參讀：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二篇。 

 

 

 

  



第一週．週三 

晨興餧養 

太二三１０ 『〔你們〕也不要受師尊的稱呼，因為只有一位是你們

的師尊，就是基督。』 

約十四６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沒

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啟一５～６ 『…那忠信的見證人、死人中的首生者、為地上君王元

首的耶穌基督，…祂愛我們，用自己的血，把我們從我們的罪中釋放

了；又使我們成為國度…。』 

  

這位作神子民生活之意義的基督，乃是神的見證。在舊約裏，見證乃

指律法。那刻著律法的兩塊石版稱為見證，（出二五 21，）是放在約

櫃裏。因為約櫃裏放著見證，約櫃就稱為見證的櫃。（民數記生命讀

經，五頁。） 

信息選讀 

律法總是見證制定律法的人。根據這原則，神的律法乃是神所是的見

證，告訴我們神是怎樣的神。律法告訴我們，神是愛、光，也是聖、

義。愛、光、聖、義是四個神聖的屬性。律法是神所是的描繪，豫表

基督是神在祂一切神聖屬性裏的具體化身。在基督裏我們看見神是愛

和光，祂也是聖和義。因此，新約告訴我們，基督是神的具體化身。

（西二 9。）這就是說，祂是神的描繪，祂是神所是的見證。因著基

督是神所是的見證，祂被稱為『那忠信真實的見證人』。（啟三 14，

一 5。）既是神的見證人，基督就背負神的見證，給我們看見神是怎

樣的神。 

神的子民不僅該以基督為生活的意義，也該過見證基督的生活。神的

子民有這種生活時，基督就成為他們的見證。在民數記我們看見，基

督是神子民的見證。 

基督也是神子民的中心。這由以色列人在帳幕四圍（每邊三個支派）

安營的方式所描繪。四個營（每營由三個支派所組成）和利未支派的

三個家族都以帳幕連同約櫃為中心。因此以色列人以基督為生活的意

義、見證與中心。這給我們看見，今天我們召會該以基督為我們的生

活意義、我們的見證、和我們的中心。 

民數記啟示，這位作我們生活意義、見證、與中心的基督，乃是一直

在行動、活動、並往前的一位。在祂往前時，祂是我們的領導、（太



二三 10、）我們的道路、（約十四 6、）我們的目標。（腓三 12～14。）

領導就是在路上領先往前。今天我們正以基督為我們的領導，我們正

跟隨著祂。祂在祂的道路上並朝著祂的目標領導著我們；這道路與目

標其實都是祂自己。屬世的人沒有道路，也沒有目標，但我們有基督，

祂不僅作我們的領導，也作我們的道路與我們的目標。 

在新約裏有基督這一切方面的啟示，但說得並不詳細。若是只有新約，

而沒有舊約同其一切豫表，我們就無法看見對基督這樣詳細、細緻的

描繪。要完全看見基督是生活的意義、見證、中心，以及領導、道路

和目標，我們需要民數記裏的描繪。 

為著神所救贖之人的行程並為著他們的爭戰，基督是生活的意義、見

證、中心，以及領導、道路和目標。倘若基督對我們不是這一切，神

就無法在地上取得立場，建立祂的國同祂的家，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

冷。新耶路撒冷將是神國和神家的完成。（民數記生命讀經，五至七

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一至二篇。 

 

 

 

  



第一週．週四 

晨興餧養 

出十二５１ 『正當那日，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按著他們的軍隊，從埃

及地領出來。』 

十三１８  『所以神領百姓繞道而行，走曠野通往紅海的路。以色

列人出埃及地，是列隊上去的。』 

  

腓立比三章指明基督該是我們的標竿，我們的目標。我們這些愛主、

尋求主的人並不是沒有目標，我們的目標就是基督自己。祂是我們向

前直跑的標竿。（腓立比書生命讀經，一○頁。） 

信息選讀 

在民數記我們看見神所救贖的人編組成為神的軍隊，以及他們為神爭

戰的行程。軍隊是為著神子民的爭戰，使神能在地上取得立場，建立

祂的國同祂的居所。 

我要把民數記與利未記作個比較。利未記強調蒙救贖者的敬拜與生活。

民數記強調蒙救贖者的行程與爭戰。在利未記，蒙神救贖者受教導如

何敬拜神並過聖別的生活。在民數記，蒙神救贖者編組成為軍隊，並

在他們的行程中為神爭戰。 

在民數記我們可以看見三件事：軍隊的編組、軍隊的行程、與軍隊的

爭戰。軍隊的編組是為著爭戰，而爭戰需要軍隊一直前行，不可停留

在一個地點。以色列人總是從一地往前到另一地，取得立場，使神能

得著一班人，為著祂的國和祂的家被建造起來。為這緣故，在民數記

有軍隊、行程與爭戰。（民數記生命讀經，三頁。） 

民數記一至二章啟示，以色列人被編組成軍是因為他們被仇敵四面包

圍，需要這支軍隊護衛神的見證。今天在作為神見證的召會四周，也

有許多仇敵。因著我們是一個反見證，有許多仇敵都是向著主的恢復

而來，因此也需要有軍隊來護衛見證。我們看見，這支軍隊不直接照

管會幕。反之，從民數記的圖畫來看，軍隊是在帳幕四圍安營以護衛

帳幕所立於其中的領域及範圍。為著會幕的照管，需要有一個安寧的

範圍。因著有十二支派在會幕四圍安營，無論以色列百姓往那裏去，

總有一個安寧的範圍好讓帳幕能立起來。今天在主的恢復裏，我們需

要年輕人作軍隊圍繞著召會生活。 

在利未記之後，我們來到民數記，民數記是一卷講事奉的書。在四章

三節，『事奉』一辭在原文有『服兵役』的意義，因此是指著爭戰說



的。神看在曠野的以色列人乃是為祂見證而爭戰的軍隊。表面看來，

以色列人是為他們自己爭戰；實際上，他們乃是為著神在地上的見證

而戰，因為他們中間有見證的帳幕，有神在地上的居所。在這個爭戰

中有兩種主要的功用：一是與仇敵爭戰，一是維持帳幕，這帳幕代表

神在宇宙中的見證。惟有三十歲到五十歲的人，纔有權利在會幕裏面

及周圍工作。而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卻有資格服役，就是與仇敵爭戰。

一章三節說，『凡以色列中，從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亞倫

要按他們的軍隊數點。』這表示二十歲以上的有資格服兵役。（李常

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二冊，一五至一六、五至六頁。） 

參讀：各種年齡者都為主的見證，第一至二章；新路實行的異象與具

體步驟，第十四篇。 

 

 

  



第一週．週五 

晨興餧養 

弗六１０～１１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著祂力量的權能，

得著加力。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在以色列家編組成爭戰的軍隊這件事上，我們再次看見創世記一章所

啟示的原則：神渴望得著一個團體的人，代表祂從撒但霸佔的手中征

服並重新得回這地。神已將迦南美地賜給以色列，但以色列人必須從

神仇敵霸佔的手中奪回這地。他們無法輕易的得著那地，必須寸土必

爭，擊敗眾仇敵。爭戰的目的和目標乃是佔有這地。 

民數記中有一些重要的原則，是我們今天要應用的。我們要問，如今

神的軍隊在那裏？我們也需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在軍隊中？這就是難

處的所在。今天因為沒有建造，所以沒有軍隊。召會若沒有得著建造，

就沒有祭司體系；若沒有祭司體系，就沒有軍隊。（李常受文集一九

六四年第四冊，三三○至三三一頁。） 

信息選讀 

亞拉得王、〔民二一 1、〕亞摩利人的王（21）和巴珊王，（33，）是

約但河東的『守門者』，為撒但護衛著迦南地，就是黑暗的國。以色

列人要進入美地，必須通過這三個王所管治的境界，與他們爭戰，毀

滅他們，並佔領他們的境界。這表徵召會要享受追測不盡之豐富的基

督，就必須擊敗這幾個王所表徵的仇敵並佔領他們的境界。（聖經恢

復本，民二一 1 註 2。） 

在與神並為神的爭戰中，以色列人戰勝亞拉得王，並毀滅他的百姓。

（1～3。）藉此，他們戰勝了迦南人中間的第一個仇敵。…神的子民

也戰勝了亞摩利人的王西宏同他的百姓，以及巴珊王噩同他的百姓。

（21～35。）這就是說，他們勝過迦南的兩個守門者。…以色列人也

戰勝了米甸人同他們的五王。（三一 1～12。）以色列人戰勝了米甸

人，就勝過了迦南的守衛軍。 

神揀選並救贖的百姓所戰勝的諸王，表徵空中屬靈的有能者、執政者

和掌權者。今天我們需要與這些有能者爭戰並戰勝他們。…神的百姓

與諸王爭戰，是為著進入神所應許的美地，使神的國能在那裏擴展並

建立。今天我們的原則也是一樣。當我們戰勝空中執政的、有能的、

掌權的，神的國就必得著擴展並建立。 

神所揀選並救贖的人既是祭司軍隊，執行聖別的爭戰，他們就背負著



神的居所、見證的帳幕同見證的櫃。這指明今天在召會生活中，我們

正在背負神的見證同神自己。在我們的肩頭上，我們不僅擔負著神的

居所，也擔負著居住者，就是神自己。只要召會背負著神的見證，召

會就是神的居所。實際上，神的居所就是神的見證。今天，這神的見

證，神的居所，就在我們的肩頭上。 

見證的帳幕表徵神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與祂一同建造成為祂在地上的

居所（新約裏的召會）。 

在這裏我們要指出，就屬靈一面說，以色列人的歷史與召會的歷史乃

是一。以色列人的歷史是豫表，召會的歷史是這豫表的實際。這就是

說，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中所記載的，豫表使徒行傳和書信中

所記載的。 

見證的櫃表徵基督是神在祂揀選並救贖之人中間經綸的中心。今天我

們中間有約櫃，也就是說，我們有基督親自與我們同在。（民數記生

命讀經，四四四至四四六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十二、五十篇。 

 

 

  



第一週．週六 

晨興餧養 

弗六１２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啟十一１５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

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按舊約豫表，迦南有兩方面：在積極一面，迦南是豐富之地，（申八

7～10 與 7 註 1，）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同祂追測不盡的豐富；（西一

12，弗三 8；）在消極一面，迦南表徵撒但黑暗國度空中、天上的部

分。撒但是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二 2，）

有他的權勢（徒二六 18）和他的使者，（太二五 41，）這些使者是他

的從屬，就是那些執政的、掌權的、和管轄這黑暗世界的。（弗六 12。）

因此，撒但有他的國，（太十二 26，）就是黑暗的權勢。（西一 13。）

迦南人豫表跟隨撒但的墮落天使，背叛的天使，（啟十二 4，7，）他

們成了撒但國裏執政的、掌權的和有權勢的。（參但十 13，20。）以

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為要據有並享受美地，這豫表整個召會，包括

所有的肢體，都有分於屬靈的爭戰，抵擋『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

力』，（弗六 12，）使聖徒能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地。（聖經恢復本，

民二一 1 註 1。） 

信息選讀 

召會必須是這樣一個團體的戰士，抵擋撒但空中的勢力，使神的子民

更多贏得基督，好建造基督的身體，建立並開展神的國，使基督能回

來承受這地。（聖經恢復本，民二一 1 註 1。） 

全本聖經給我們看見一件事—神的心意是要得著一班編組成軍的人，

以基督為他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領導、道路與目標，並且往

前為神爭戰，使祂在地上取得立場，並得著一班人建造成為祂的國和

祂的家，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民數記有三段：成軍、（一 1～九 14、）行程、（九 15～二十 29，二

一 4～20，三三 1～49、）與爭戰。（二一 1～3，二一 21～三二 42，

三三 50～三六 13。） 

神要得著一班人並將他們編組成軍，這心意的完成不是簡單的事。這

支軍隊由十二支派編組而成。真美妙，雅各正好有十二個兒子，他們

就成為十二支派。在這十二支派當中，利未奉獻給神來服事帳幕，因



而缺了一個支派。然而，這缺欠因約瑟藉著他的兩個兒子—以法蓮和

瑪拿西，領受雙分得以補足；他們補上空缺，使支派的數目保持十二。

不僅如此，在奉獻的利未支派裏有亞倫的家，就是祭司的家。利未有

三個兒子，他們圍繞帳幕的三邊安營。摩西、亞倫和亞倫的兒子在帳

幕前面安營。以色列人這樣部署安營，真是奇妙。 

在以色列人成軍以前，全地被神的仇敵所佔據。但在民數記我們看見

有一族—以色列族，得拯救、被聖別、被編組且安排成為軍隊。這對

仇敵乃是一個羞辱。 

人的心思無法寫出像民數記這樣的書卷。有許多編組軍隊的其他記載，

但沒有一個像民數記的記載一樣。只有神能寫出這樣的記載，而且提

供所需要的人，編組成這樣的一支軍隊。在這支軍隊裏的人是以基督

為他們的一切—他們生活的意義、他們的見證、他們的中心，以及他

們的領導、他們的道路、與他們的目標。（民數記生命讀經，七至八

頁。） 

參讀：包羅萬有的基督，第十二至十三章。 

 

 

 

 

  



第一週．詩歌 

來得這地 補 243 

（英 1287） 

C 大調 4/4 

１ 

來得這地， 

神已將這地賜我們； 

平日生活， 

可滿基督豐富。 

來得這地，所需裝備， 

一樣不缺－寶血、 

見證的話、靈與召會。 

（副） 

（女聲） 

來得這地， 

哦，弟兄們哪！ 

神賜這地給我們了。 

剛強去爭戰， 

我們必得勝！ 

來得這地，何等榮耀！ 

（男聲） 

來得這地， 

哦，姊妹們哪！ 

投身其中，緊緊跟隨； 

祂正在呼召， 

祂走在前頭， 

所需一切祂已賜給！ 

２ 

我們有血， 

基督是無瑕疵的祭， 

祂捨自己， 

使神完全滿意； 

所以我們到神面前， 

坦然無懼， 



只要我們寶血不斷支取。 

３ 

我們有話， 

神話乃是我們食物， 

我們用信調話並說 

『阿們』，在每日中， 

聖靈再向我們說話， 

祂從裡面規律調整我們。 

４ 

我們有靈， 

這靈乃是實際的靈， 

不以我們的感覺作根據。 

內住的靈， 

教導我們住在祂裡， 

引導我們進入一切實際。 

５ 

我們還有召會， 

她是何等寶貝！ 

經歷豐滿， 

聖徒不可或缺！ 

我們同聚必得 

這包羅萬有主， 

祂是我們一切中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