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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基督的同夥為著神的權益爭戰 

讀經：民十三 17～十四 38，申一 34～38，書十四 6～14，來三 15 

  

【週 一】 

壹 哥林多前書以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作新約信徒的豫表—十 5～

11，五 7～8，十 1～2： 

  

一 保羅警戒信徒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歷史，行惡事得罪神—6～11

節。 

  

二 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標，乃是要他們進入應許之地，享受那地的

豐富，使他們能建立神的國，並在地上成為神的彰顯—出三 7～8： 

  

1 然而，他們雖然都藉著逾越節蒙了救贖，脫離了埃及的暴虐，並

被帶到神的山，接受神居所—帳幕—的啟示，但因著他們的惡行和不

信，幾乎全數倒斃在曠野，無法達到這目標—來三 7～19，林前十 5，

7～10。 

2 惟有迦勒和約書亞達到目標，進入美地—民十四 27～30。 

3 這表徵我們雖然藉著基督蒙了救贖，脫離了撒但的轄制，也被帶

進神經綸的啟示中，我們仍可能無法達到神呼召我們的目標，就是進

入我們美地—基督（腓三 12～14）—的產業，為著神的國享受祂的

豐富，使我們能在今世成為祂的彰顯，並在國度時代有分於對基督最

完滿的享受。（太二五 21，23。） 

4 這對所有新約的信徒，該是嚴肅的警告，不要重複以色列人在曠

野的失敗—林前十 6，11： 

ａ 沒有神的憐憫和恩典，我們會和以色列人一樣—羅九 15～16。 

ｂ 我們需要讀以色列人的歷史，就像讀我們的歷史一樣，仔細的注

意民數記十三至十四章。 

  

貳 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只有約書亞和迦勒二人進入美地—申

一 34～38，民十三 17～十四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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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雖然以色列人都是被贖的，但只有兩個得勝者，約書亞和迦勒，

得著美地為獎賞—書十四 6～14，十九 49～51。 

  

【週 二】 

二 按照民數記十三至十四章的記載，百姓有不信的惡心—十三 31

～33，十四 1～3，9，11： 

  

1 沒有一件事比不信更得罪神—來三 8～12。 

2 不信實在太惡了，因為侮辱了這位活的、信實並全能的神；我們

若不信神，不信祂的作為，不信祂的法則，（詩一○三 7，）就是侮

辱祂。 

3 沒有一件事比不信更侮辱神，也沒有一件事比信祂更尊榮神—約

十四 1，羅十 9～10。 

  

【週 三】 

三 因著百姓不信神，也不信祂的話，甚至向神發怨言，（民十四 1

～4，）神就在怒中起誓，他們這一代所有不信的人，連一個也不得

進入美地；惟有約書亞和迦勒纔能進去。（申一 34～38。） 

  

四 就如十個探子的惡信（民十三 31～33）和百姓的怨言（十四 1

～4）所指明的，以色列人不顧神，只顧自己： 

  

1 在一切事上，並在每一方面，他們都是為著自己，而不是為著神

的權益。 

2 因此，他們不信神，並且得罪神到一個地步，使神憎惡他們。 

3 他們的光景帶來神的審判和懲罰。 

  

五 約書亞和迦勒以神的話為他們的信—十三 30，十四 7～9： 

  

1 約書亞和迦勒相信神的話，順從主，向著目標竭力往前。 

  

【週 四】 

2 約書亞和迦勒尊重神，所以神也尊重他們—38 節。 

3 只有神是信心的源頭；我們若要有信心，就必須學習顧到神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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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不顧自己的利益。 

4 在聖經裏約書亞和迦勒的榜樣，給我們看見甚麼是相信—民十三

30，十四 7～9： 

ａ 在民數記十三至十四章，得勝的不是約書亞和迦勒，乃是他們所

信靠的那一位。 

ｂ 神作了一切，他們只是享受神所作的—十四 8。 

5 我們該跟從約書亞和迦勒的榜樣；他們滿有信心—十三 30。 

  

參 我們需要作今日的迦勒，就是基督這真約書亞的同夥—十四24，

書十四 6～14，來二 10，三 15： 

  

一 基督是救恩的元帥，乃是真約書亞，帶領我們據有那地；我們是

今日的迦勒，乃是祂的同夥，和祂一同與仇敵爭戰，一同得著並據有

那地—二 10，三 15： 

  

1 基督已為神所膏，以執行神的使命；我們是基督的同夥，與祂一

同執行神的使命。 

2 希伯來三章七至十四節是論到進入美地；這進入美地的豫表，就

是在約書亞的領導之下進入美地，（書一 1～6，）迦勒在據有美地上，

是他的同夥。（民三二 12，書十四 6～8。） 

3 今天基督是真約書亞，我們是祂的迦勒，祂的同夥—來二 10，三

15。 

4 我們作基督的同夥，正與祂同工並與祂合作，以實現神的願望，

得著祂自己團體的彰顯。 

  

二 迦勒有另一個靈，以另一個靈專一跟從主，這靈與所有其他的靈

不同—民十四 24。 

  

【週 五】 

三 我們要決心決意的和主站在一起，就像迦勒那樣，專一跟從神—

6～9，24 節，申一 36，書十四 14： 

  

1 迦勒專一跟從主，因為他知道神要以色列人進入美地—民十四 24，

申一 36，書十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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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既要他們進入美地，就必為他們爭戰並作成一切—民十四 7～

8。 

3 迦勒知道神要為他們爭戰，毀滅仇敵。 

  

四 約書亞和迦勒不懼怕拿非利人或迦南地的居民，反而說，『他們

是我們的食物』—9 節： 

  

1 迦勒相信拿非利人（亞衲人）會被擊敗並成為他們的食物，因為

他知道神已應許將他們帶進那地—十三 30，33。 

2 迦勒的經歷顯示，我們越多喫拿非利人，我們就越剛強；迦勒到

八十五歲還是滿有活力，因為多年來吸收了許多亞衲人，在他裏面就

造出一個不衰老的構成—書十四 11～14。 

3 我們與仇敵的爭戰對於仇敵是失敗，但對於我們乃是食物；被打

敗的仇敵是最好喫的食物—民十四 9。 

4 仇敵將是我們的食物，把他吞食下去，我們就必得飽足。 

  

【週 六】 

肆 我們作為今日的迦勒為神的權益爭戰，要緊的就是要看見由美地

所豫表包羅萬有之基督的異象，並且要征服撒但的混亂，而在神聖的

經綸中得勝—申八 7～10，弗一 10，羅十六 20： 

  

一 美地，也就是迦南地，乃是包羅萬有之基督的豫表；這位基督是

一切，又在一切之內，祂對我們乃是一切—申八 7～10： 

  

1 美地供應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切：水、小麥、大麥、葡萄樹、無

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動物、奶、蜜、石頭、鐵、銅。 

2 美地的確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三一神的具體化身，賜給我們作

我們的基業—徒二六 18，西一 12。 

  

二 我們要據有美地，就需要從事屬靈的爭戰，征服撒但的混亂，而

在神聖的經綸中得勝—弗一 10，六 10～12，羅十六 20： 

  

1 宇宙的歷史乃是神的經綸與撒但的混亂的歷史—創一 1～2，26，

啟二十 10～二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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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撒但是混亂的源頭，而神自己就是神聖的經綸。 

ｂ 在聖經裏，並在我們的經歷中，撒但的混亂總是與神聖的經綸並

行—林後四 6，提前一 4。 

2 神不是拯救我們脫離混亂，乃是要我們與祂是一，征服撒但毀壞

的混亂，並完成神聖建造的經綸—弗三 8～10，林後五 17。 

3 當我們遭受混亂，我們需要為神聖的經綸站住，且活出神聖的經

綸—提前一 4，18，提後四 7。 

4 得勝者征服撒但的混亂，而在神聖的經綸中得勝—提前一 3～4，

19～20，四 1～2，多三 10，提後四 7～8： 

ａ 得勝者遭受混亂，卻不失望也不沮喪，反而得加強，能彀照著真

理為神聖的經綸站住，且活出神聖的經綸—弗三 16，六 10～12。 

ｂ 我們征服混亂，乃是藉著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作全足的

恩典—林前十五 10，林後十二 9，提後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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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週一 

晨興餧養 

林前十１１    『這些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都是鑑戒〔直譯，

豫表〕，並且寫在經上，正是為警戒我們這生在諸世代終局的人。』 

民十四２９～３０ 『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

數點的，…向我發過怨言的，必不得進我起誓要賜給你們居住的那地；

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纔能進去。』 

  

保羅〔在林前十章六節和十一節〕用鑑戒〔直譯，豫表〕這辭非常有

意義。…哥林多前書以舊約以色列人的歷史，作新約信徒的豫表。在

五章七至八節，他們經歷了基督作他們的逾越節，並開始守除酵節。

在十章這裏，他們受浸歸了他們的摩西（基督），經過他們的紅海（基

督的死）。現今他們喫靈食，喝靈水，得以走上向著美地（包羅萬有

之基督）的旅程（基督徒的賽程）。他們也在這裏受警戒，（11，）不

要重演以色列人的歷史，行惡事得罪神，如六至十一節所描繪的。（哥

林多前書生命讀經，四九八至四九九頁。） 

信息選讀 

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標，乃是要他們進入應許之地，享受那地的豐富，

使他們能建立神的國，並在地上成為神的彰顯。然而，他們雖然都藉

著逾越節蒙了救贖，脫離了埃及的暴虐，並被帶到神的山，接受神居

所—帳幕—的啟示，但因著他們的惡行和不信，幾乎全數倒斃在曠野，

無法達到這目標。（來三 7～19。）惟有迦勒和約書亞達到目標，進

入美地。（民十四 27～30。）這表徵我們雖然藉著基督蒙了救贖，脫

離了撒但的轄制，也被帶進神經綸的啟示中，我們仍可能無法達到神

呼召我們的目標，就是進入我們美地—基督（腓三 12～14）—的產

業，為著神的國享受祂的豐富，使我們能在今世成為祂的彰顯，並在

國度時代有分於對基督最完滿的享受。（太二五 21，23。）這對所有

新約的信徒，該是嚴肅的警告。（哥林多前書生命讀經，四九九頁。） 

我們需要讀以色列人的歷史，就像讀我們的歷史一樣。沒有神的憐憫

和恩典，我們會和以色列人一樣。因此，我們必須非常儆醒。我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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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以為摸召會、召會生活、召會的路、或召會的立場，是一件小事。…

沒有召會，神就沒有路往前。在舊約，以色列人是神的路。神若不能

在他們身上成就祂的定旨，祂在這地上就沒有路。今天，召會就是神

的路。因此，凡摸召會，說到召會的好壞，都是嚴肅的事。（民數記

生命讀經，一七○頁。） 

神給以色列人所豫備的完全救恩，包括藉逾越節的羊羔得救贖，出埃

及，靠屬天的嗎哪得餧養，藉流自裂開磐石的活水得解渴，並有分於

迦南美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享受了逾越節的羊羔，屬天的嗎哪和

活水，但一同從埃及出來的人中，只有約書亞和迦勒進入並有分於美

地，其餘的都倒斃在曠野。（民十四 30，林前十 1～11。）雖然以色

列人都是被贖的，但只有兩個得勝者，約書亞和迦勒，得著美地為獎

賞。 

照以色列人經歷的圖畫，並非所有藉基督蒙救贖的信徒，都在召會時

代以及要來的國度裏，有分於基督作獎賞，作他們的安息和滿足。（希

伯來書生命讀經，三四一頁。） 

參讀：哥林多前書生命讀經，第四十七至四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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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週二 

晨興餧養 

約十四１ 『你們心裏不要受攪擾，你們當信入神，也當信入我。』 

來三１２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

的惡心，將活神離棄了。』 

  

希伯來三章十二節說，『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

人存著不信的惡心，將活神離棄了。』不信的心是最惡的心。我們的

不信是最得罪神的事。大衛曾犯了一件大罪，謀殺了人，並奪了那人

的妻子。然而，按神的行政說，這罪還不算太嚴重，沒有使神放棄大

衛。但在曠野的以色列人因著不信，神就放棄了他們。『不信』侮辱

並得罪神自己。一切的罪都干犯神公義的律法，但有些罪並不像『不

信』的罪那樣嚴重，侮辱到神自己。（希伯來書生命讀經，三一七頁。） 

信息選讀 

我們的神是活神。不信實在太惡了，因為侮辱了這位活的、信實並全

能的神。我們若不信神，不信祂的作為，不信祂的法則，就是侮辱祂。

為此，我們必須留意這個不信。〔在〕希伯來三章十節〔神〕說，『所

以我厭煩那一代的人，說，他們心裏時常迷糊，竟不曉得我的法則。』

神的法則與神的作為不同。神的作為是祂的行動，神的法則是祂作為

的原則。以色列人只曉得神的作為，摩西卻知道神的法則。（詩一○

三 7。）在曠野，以色列人幾乎每早晨都看見降嗎哪的神蹟。如果這

樣的神蹟發生在今天，必定是轟動世界的新聞。以色列人雖然經歷了

這樣的神蹟，但他們只看見神的作為；他們不像摩西認識神信實、神

聖的法則。我們不該像以色列人那樣，乃該學習認識我們神的法則、

原則。以色列人每逢缺食少水就發怨言；當神為他們作事時，他們不

過暫時歡喜，不久又再干犯神。我們若看自己的光景，就不會批評他

們，因為彼此都是一樣。我們可能在晚上的聚會中大聲喊說，『讚美

主！』第二天早晨卻向主發怨言。我們何等需要認識神的法則！我們

的神是活的，祂行事是有原則的。祂永不背乎自己。祂是有能、全能、

信實的，必信守祂的應許，成就祂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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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神是活的，是信實的，但惡的心向著祂是剛硬的。（來三 8。）

就著一面的意義說，惡心總有許多理由，有很多道理可說。但就著另

一面的意義說，惡心卻是頑梗、無理的，因為這心是剛硬的。因此，

這樣的心偏離正途而迷糊，不認識神的法則或原則，並且以試驗試探

神。（9。）最終，這樣的心是自欺的，使自己也受了迷惑。（13。）

這就是惡心的光景。這樣的惡心總是因著剛硬而產生的結果。我們的

心若剛硬，是何等的危險！我們需要一再的禱告，求主軟化我們的心，

向祂說，『主阿，憐憫我。軟化我的心，永不要讓我的心剛硬。』 

約書亞和迦勒…說，『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

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

在；不要怕他們。』（民十四 9。）約書亞和迦勒所說的纔是真話。

然而，以色列人的理由不是根據真話，乃是根據謊言，不看重神的法

則。 

在神的眼中，沒有比不信祂的人更惡。不信的心是最惡的心。沒有一

件事比不信更侮辱神，也沒有一件事比信祂更尊榮神。我們必須信神

所說的一切話。我們的心若不信神的話，在祂看來，那就是不信的惡

心。（希伯來書生命讀經，三一七至三一九、六三八頁。） 

參讀：希伯來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五、四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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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週三 

晨興餧養 

民十三３０ 『迦勒在摩西面前使百姓安靜，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

地罷，因為我們足能得勝。』 

十四９   『只是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為

他們是我們的食物。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不要怕他們。』 

  

神在路上，在以色列人前面行，為他們尋找安營的地方，夜間在火柱

裏，日間在雲柱裏，指示他們所當行的路。（申一 33。）但是，由於

摩西打發去窺探美地的十二人中有十人回來報惡信，以色列眾人竟然

不顧念神在曠野中對他們的照顧，忘記神如何背負他們經過大而可畏

的曠野，（31，）而起了不信的惡心，不信神，也不信祂的應許，甚

至向神發怨言，以為神把他們領到那地，是要使他們倒在刀下，他們

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擄掠。（民十四 1～3。）因此，神在怒中起誓，他

們這一代所有不信的人，連一個也不得見神起誓要賜給他們列祖的美

地。惟有迦勒和約書亞纔能進去。（申一 34～38。）（真理課程三級

卷二，一一三至一一四頁。） 

信息選讀 

以色列人所說，要被擄掠的孩子，神卻要領他們進入那地。以色列人

和他們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四十年，…以擔當他們的罪孽。至於那些

報惡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華面前。（民十四 26～38。）這給

我們看見不信神是可怕的，我們需要謹慎，不要有不信的惡心。（真

理課程三級卷二，一一四頁。） 

我們的信心可能非常微弱，甚至幾乎不存在。既然如此，我們該學習

在神面前謙卑，承認自己信心軟弱，求祂赦免我們。這是我們在神面

前該有的靈。然而由以色列人所說的話指明，他們沒有顧到神，只顧

到自己。…以色列人…並沒有為神考慮，只為自己的利益考慮。他們

一點也不顧到神，只顧到自己的安全、平安和生存。他們不承認自己

的軟弱，也不在神面前謙卑自己。至終，他們得罪神到一個地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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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憎惡他們。 

他們成為可憎惡的，是因為他們太過為著自己。他們事事處處都是為

著自己，不是為著神的權益。他們只要有一點是為神的權益著想，他

們就會說，『神阿，你對我們那麼好，我們真愛你。我們願意為你的

定旨犧牲前途、安全、保障、存在並一切。我們忘記我們的利益。我

們只顧到你定旨的完成。為了你的定旨，讓我們前去據有那地。』…

他們所作的，大部分是為著自己。這光景帶進神的審判和懲罰。（民

數記生命讀經，一六三、一六五至一六六、一七二頁。） 

信總是實際而真實的，環境是謊言。要聽從信，不要聽從謊言。我們

的環境如果好，我們不需要信。當我們在為難的環境裏，我們需要信。

煩惱、憂慮、甚至身體的病痛，都是謊言。信總是告訴環境，它是謊

言，它不是巨人。否認環境就是信。在民數記十三至十四章，約書亞

和迦勒以神的話為他們的信。（生命的經歷與長大，四七頁。） 

以色列人在曠野飄流時，總是發怨言，起爭論，責怪人，那必定是在

魂裏，不是在靈裏。但迦勒和約書亞相信神的話，順從主，向著目標

竭力往前，這必定不是在魂裏，乃是在靈裏。（希伯來書生命讀經，

三四八頁。） 

參讀：真理課程三級卷二，第二十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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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週四 

晨興餧養 

來二１０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的

兒子進榮耀裏去，就藉著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

宜的。』 

三１５  『我們若將起初的確信堅守到底，就必作基督的同夥了。』 

  

〔在民數記十三章三十三節，以色列人似乎推想〕說，『那地的人民

身量高大，在他們眼中我們如同蚱蜢，他們會把我們吞喫了。』這是

不信的邏輯，是根據天然觀念推想的邏輯，而不看重神的法則，也不

信靠神的信實。約書亞和迦勒站起來辯駁那種推想，宣告說，百姓必

定能得那地。約書亞和迦勒尊重神，所以神也尊重他們。（希伯來書

生命讀經，三二○頁。） 

信息選讀 

我們中間誰能誇口說他有信心？信心是出於神、在神裏面、並從神來

的。我們若要有信心，就必須學習顧到神的權益，而不顧自己的利益。

屬世的人天天都為自己的保障和利益擔憂，但我們該顧到神和神的權

益。（民數記生命讀經，一六七頁。） 

信停止我們的活動。信總是讚美神。在聖經裏約書亞和迦勒的榜樣，

給我們看見甚麼是相信。在民數記十三至十四章，得勝的不是約書亞

和迦勒，乃是他們所信靠的那一位。神作了一切，他們只是享受神所

作的。在約書亞三章，雖然是他們過了約但河，卻是神將河水止住，

他們只是走過去就是了。（生命的經歷與長大，四六頁。） 

我無法作到，但是基督作得到，而祂是在我裏面。我們必須對祂復活

的大能有信心。神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並

我們所夢想所想像的。神能作到；神能達到。願我們跟從迦勒和約書

亞的榜樣—他們滿有信心，他們能告訴百姓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

地罷，因為我們足能得勝。』〔民十三 30。〕（包羅萬有的基督，一

八五至一八六頁。） 

基督是救恩的創始者（元帥），乃是真約書亞，率領神的子民取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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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有美地。我們是祂的同夥，乃是真迦勒，與祂一同有分於取得並據

有那地。（希伯來書生命讀經，二一八頁。） 

希伯來三章十五節說，『我們…就必作基督的同夥了。』基督是長子，

我們是祂的弟兄。基督是身體的頭，我們是祂的肢體。…基督已為神

所膏，以執行神的使命。如今我們是基督的同夥，與祂一同執行神的

使命。…七至十五節的這段話是論到進入美地。這進入美地的豫表，

就是在約書亞的領導之下進入美地。約書亞是領頭人，迦勒在據有美

地上，是他的同夥、同志、同伴。今天基督是真約書亞，我們是祂的

迦勒。…我們享受基督，就是祂的有分者；我們跟隨祂，就成為祂的

同夥。我們作祂的同夥，正與祂同工並與祂合作，以實現神的願望，

得著祂自己團體的彰顯。（新約總論第五冊，六一至六二頁。） 

在民數記十四章二十四節的時候，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對神都相當悖逆，

只有迦勒不一樣。他不是有另一個心思、另一個意志、另一個心、或

另一個決定。迦勒乃是有另一個靈。這一節接著說，迦勒專一跟從主。

我們沒有其他的路來跟從主。如果我們要跟從主，必須用正確的器官，

就是我們人的靈。迦勒以另一個靈跟從主，這靈與所有其他的靈不同。

（李常受文集一九六五年第三冊，三二二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二十至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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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週五 

晨興餧養 

書十四８ 『然而，同我〔迦勒〕上去的眾弟兄使百姓的心融化；但

我專一跟從耶和華我的神。』 

１４   『所以希伯崙作了基尼洗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的產業，直

到今日，因為他專一跟從耶和華以色列的神。』 

  

我們要決心決意的和主站在一起，就像迦勒和約書亞那樣，專一跟從

神。（民十四 24，申一 36，書十四 14。）我們讀經時能讀出，迦勒

的專一沒有別的，就是他知道神要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美地，不管那裏

的仇敵有多高大、多強壯，神必定為他們解決一切的難處。神既要他

們進入美地，就必為他們作成一切。難道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神不

知道麼？難道我們知道迦南七族的人高大雄偉，神不知道麼？既然神

明明知道，為甚麼神還要叫以色列人進入呢？除非神自己要來替他們

爭戰，解決他們的仇敵。（事奉主者的資格、追求與學習，一三四頁。） 

信息選讀 

從迦勒的眼光看來，這些人雖然身量高大，但〔他們是神百姓的食物〕。

他不只重看神的應許，並且還輕看所有的難處。一切真有信心的人，

總是一面重看主的應許，另一面輕看所有的難處。（但這並不是說人

可以驕傲。人需要在神的面前先謙卑，然後他纔會站在主的得勝上面。） 

你每一次碰著難處，每一次碰著沒有辦法的事，你就得問說，我這一

次要餓呢，或者是要喫呢？你在那一件事上，如果靠著基督的能力得

勝，讓基督得勝的生命顯出來，你就多得一次滋養，你的力量又加增

一次，你又喫了一頓。請你記得，沒有一個人是能不喫而長大的。我

們的食物，不只是神的話，不只是遵行神的旨意，我們的食物也是亞

衲人—我們所遇見的難處。許多人喫了神的話，許多人把遵行神的旨

意當作他們的食物，但是許多人沒有喫亞衲人，許多人喫亞衲人喫得

太少了。越多喫亞衲人，你就越剛強。迦勒是一個好例子，因為他喫

亞衲人，所以到八十五歲還是頂剛強。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力氣是如何，

到了八十五歲還是如何。許多亞衲人在迦勒的裏面造出一個不老的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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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來。在屬靈的事情上，都是如此。許多弟兄姊妹，在他們的生活中

難處頂少，但是你能很明顯的看見，在他們的生活中軟弱卻是不少。

他們在神的面前沒有力量，因為亞衲人喫得太少了。另一面，你看見

有的人碰著一個難處就勝過一個難處，碰著一個試探就勝過一個試探。

他們很剛強，因為他們多喫亞衲人。所以我們要喫我們的難處和試探。

撒但所給我們的每一個難處和試探，都是我們的食物。這就是神所給

我們長進的辦法。沒有信心的人，一看見難處，就說不得了了。但是

一個有信心的人，就要說這是我的食物。感謝讚美神，沒有一個放在

我們面前的難處是不能喫的，沒有一個難處喫了之後是不能叫我們長

進的。你多得一次的難處，你就多得一次的滋養。（倪柝聲文集第二

輯第十七冊，二○至二二頁。） 

我們若是不參加爭戰，我們就必挨餓。有每日的嗎哪還是不彀；我們

必須把仇敵吞喫下去。仇敵將是我們的食物，把他吞食下去，我們就

必得飽足。弟兄姊妹們，你和我必須有活的信心往前去，爭戰而吞食

仇敵。…那個被打敗的仇敵是最好的食物，最好喫的食物。（包羅萬

有的基督，一八七頁。） 

參讀：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十七冊，第三篇；生命的經歷與長大，第

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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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週六 

晨興餧養 

羅十六２０ 『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的腳下。願我們主耶

穌的恩，與你們同在。』 

提後四７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

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 

  

申命記…給我們看見，基督是神為我們豫備的目標，標的。（八 7～

10。）基督這目標就是包羅萬有的美地。美地，也就是迦南地，乃是

包羅萬有之基督的豫表；這位基督對我們乃是一切。 

美地供應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切：水、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

樹、石榴樹、橄欖樹、動物、奶、蜜、石頭、鐵和銅。這些項目大多

在八章七至十節題到，都是基督的豫表。（申命記生命讀經，四八頁。） 

信息選讀 

在舊約裏，以色列眾支派各得美地的一塊，一分為產業。美地豫表包

羅萬有的基督，賜給我們作我們的基業。（新約總論第五冊，三二頁。） 

基督徒的生活既是經綸和混亂的混合，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整個宇宙的

縮影。宇宙的歷史乃是神的經綸與撒但的混亂的歷史。不僅如此，整

本聖經從創世記第一章到啟示錄末一章，都是神聖經綸與撒但混亂的

記載。在我們的婚姻生活裏，我們也有神的經綸和撒但的混亂。所以

會有這種情形，原因乃是在宇宙中有兩個源頭：神和撒但。…我們必

須看見，在聖經裏，並在我們的經歷中，撒但的混亂總是與神聖的經

綸並行。…甚麼地方有神聖的經綸，甚麼地方就有撒但的混亂。 

我們蒙主呼召，與祂成為一，以征服祂的仇敵，勝過祂的仇敵。我們

有些人可能覺得今天有太多的混亂。…我們可能想求主把我們從這一

切之中拯救出來，但是主沒有拯救我們，反而許可混亂臨到我們所在

之處，使我們學習如何與祂是一，以征服混亂，並勝過混亂。我們是

在主的恢復裏，主的恢復乃是為著完成神在地上的經綸。…得勝者不

是從這當前的混亂裏被拯救出來，得勝者乃是要征服一切毀壞的混亂，

而在獨一建造的經綸裏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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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者乃是那些忍受混亂，卻不失望也不沮喪的人。他們反而得了加

強，能彀為著神聖的經綸站住，且活出神聖的經綸。撒但的混亂仍然

在基督教國裏，在我們四圍繼續進行著。甚至在主的恢復裏，我們也

經歷這樣的混亂。…我們都必須征服這毀壞的混亂。我們若得主的加

強，能征服一切毀壞的混亂，我們就要得勝的進到國度裏。…主所需

要的乃是得勝者的族類，以征服一切撒但的混亂，並在神聖的經綸中

得勝。 

我們必須藉著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之三一神作全足的恩典，征服撒但

的混亂。（林前十五 10，林後十二 9，提後四 22。）在林前十五章十

節保羅說，主的恩與他同在。在加拉太六章十八節他說，主耶穌基督

的恩與我們的靈同在；在提後四章二十二節他說，主與我們的靈同在。

主這全足的恩典與我們的靈同在。我們藉著祂作我們全足的恩典，就

能征服一切撒但的混亂，並完成獨一的神聖經綸。 

我們按照真理就能征服一切撒但的混亂，並完成神聖的經綸；召會，

就是神在肉體的顯現，乃是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 15～16。）

（在舊造裏撒但的混亂以及為著新造的神聖經綸，一一、一三、一一

一至一一二、八七至八八、七四、八九頁。） 

參讀：在舊造裏撒但的混亂以及為著新造的神聖經綸，第一、三至四

章；希伯來書生命讀經，第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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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詩歌 

這麼大的救恩 

（英 1129） 

G 大調 2/2 

１ 

神話語已啟示： 

『這麼大的救恩！』 

眾聖徒當注重， 

勿忽略這福分。 

主所是並所作 

全都是為我們， 

神心意已顯明， 

神應許當聽信！ 

２ 

神兒子顯光輝， 

成人子歷塵埃， 

與我們今聯結， 

成為一，不分開； 

是尊高大祭司， 

又是救恩元帥， 

領我們進榮耀， 

生命中祂領率。 

３ 

十架上嘗死味， 

洗罪事得完全； 

祂穿上血肉體， 

廢魔鬼，除死權； 

我們已脫奴役， 

祂救恩真無邊！ 

在榮耀行列中， 

唱凱歌道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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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藉祂內裏分賜， 

施行拯救不已， 

這浩大的救恩 

救我們達至極— 

成為基督同夥， 

有分於祂權益； 

與祂同登寶座， 

榮耀中同治理。 

５ 

我們應當儆醒， 

持定救恩目標： 

日日享主生命， 

好達到祂榮耀。 

注重聽見的話， 

救恩賽程奔跑； 

免得隨流漂去， 

報應無法脫逃。 

６ 

這麼大的救恩』 

既已賜給我們， 

主所是並所作， 

取用應當認真； 

好能與主相肖， 

祂榮耀全有分； 

作眾子，同長兄， 

父生命顯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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