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週 以色列人部署安營，豫表神所救贖的人要終極完成為新耶路

撒冷 

讀經：民二 2，啟二一 12，21 上，二二 14 

  

【週 一】 

壹 在民數記二章二節耶和華對摩西和亞倫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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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部署安營這事沒有人意的選擇；一個以色列人生在那個支派，就

必須歸到那個支派的纛下安營，不能有自己的選擇—參林前十二

18。 

  

二 就這豫表的屬靈意義說，信徒在召會中配搭，不能有自己的選擇；

他們的配搭必須完全是出於神的命定和安排。 

  

三 以色列人的纛有十二面（會幕四邊各三面纛），但只有一個中心

目標，就是以會幕和神的見證為中心： 

  

1 為著神百姓與神相會，帳幕稱為會幕—利一 1。 

2 為著神的見證，帳幕稱為見證的帳幕—民一 50，53。 

3 在新約，基督與作為基督之擴大的召會，乃是帳幕這兩面的實際。 

  

【週 二】 

貳 以色列人部署安營，豫表神所救贖的人要終極完成為新耶路撒

冷： 

  

一 以色列人對著會幕，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安營；這意思是，

神的見證是向著四方—二 1～34。 

  

二 四邊各有三營；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三乘四，表徵

神在祂的神聖三一裏，與受造的人調和成為一。 

  

三 三乘四等於十二，十二也指永遠和完全，以及行政和管理。 

  



四 因此，從以色列人部署安營的數字看，他們的編組表徵神在祂的

神聖三一裏，與受造的人調和為一，形成一個永遠並完全行政的單

位。 

  

【週 三】 

五 啟示錄二十一章裏的新耶路撒冷有四邊，每邊有三個門，四邊共

有十二個門，十二個門上有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12～13 節。 

  

六 按照二至三節，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帳幕；民數記二章裏以色列人

的安營，是圍繞著帳幕，這幅圖畫和啟示錄二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

撒冷相符： 

  

1 啟示錄二十一章裏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邊，民數記二章裏的安營

也有四邊。 

2 新耶路撒冷四邊各有三個門，上面有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同樣的，

民數記二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安營也是四邊各有三個支派。 

3 這乃是描繪永遠裏的景象，顯示神在宇宙中的定旨，就是要使祂

自己在祂的神聖三一裏，與人調和，好成為一個行政單位；這行政單

位能為祂的見證爭戰。 

4 當十二個支派安了營，就如同一座城一樣；新耶路撒冷四邊的牆

就是城的保障。 

5 民數記裏十二營的軍隊部署安營，相當於新耶路撒冷的城牆；同

樣，召會中的配搭是為著保障神的見證。 

6 各地召會裏面的行政都該是『三乘四』，等於『十二』，作為那地

神聖的行政；這行政就是軍隊，為神爭戰，並維持神的見證。 

  

【週 四】 

參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

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啟二一 12： 

  

一 牆是為著分別和保護；新耶路撒冷要絕對分別歸神，也要完全保

護神的權益。 

  

二 這牆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這樣高大的牆，來分別並



保護他們。 

  

三 在神永遠的經綸裏，天使是服役的靈，（來一 14，）為那些承受

救恩，並有分於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永遠之福的人效力。 

  

四 這些天使要為我們的產業看門，我們卻要享受神永遠經綸裏豐富

的基業。 

  

五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十二節，以色列代表舊約的律法，指明新耶路

撒冷的門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並觀看，以保證聖城一切的交

通、進出都合乎律法的要求。 

  

六 十二個門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徵這十二支派是聖城的

入門；這些入門乃是藉著福音的傳揚，引人進入三一神的豐富，享受

其中的供應—參二二 14。 

  

【週 五】 

肆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二

一 21 上： 

  

一 珍珠產自死水中的蚌： 

  

1 當蚌被砂粒所傷，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成為寶貴的

珍珠。 

2 蚌描述基督這位永活者進到死水中，為我們所傷，（參賽五三 5，）

就分泌祂的生命包裹我們，使我們成為寶貴的珍珠，好被建造成為神

永遠的居所和彰顯。 

3 聖城的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表徵藉著那勝過死亡，並分泌生

命的基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 

4 這符合那由以色列所代表，並由看守的天使所觀看之律法的要求；

惟有憑著基督得勝的死和分賜生命的復活，所完成之一次永遠的重生，

我們纔能進城。 

5 神在這一個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們帶進神裏面，帶進神的權益

裏，帶進神的國裏，並帶進神的經綸裏，這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三



一神是我們的三一入口—路十五 1～32，弗二 18，彼前一 1～2。 

  

【週 六】 

二 珍珠表徵基督兩方面分泌的結果，這兩方面就是祂救贖並釋放生

命的死，以及祂分賜生命的復活： 

  

1 這兩種分泌（分賜），需要尋求的信徒憑基督復活的大能，每天主

觀的經歷基督的死，使他們模成基督的死—腓三 10。 

2 我們惟有憑基督復活的大能，纔能經歷祂的死；我們憑基督復活

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們可憐的己留在十字架上—參歌二 8

～9 上，14。 

3 我們也應當憑耶穌基督之靈（復活的實際）全備的供應，尋求每

天主觀的經歷基督的復活，使我們模成神長子的形像—腓一 19，羅

八 28～29。 

4 基督的死惟有藉著基督的復活纔能給我們經歷，而基督的復活惟

有憑著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纔能對我們成為真實的。 

5 我們轉到我們的靈裏，就碰著基督這賜生命的靈，這靈就是基督

復活的實際；我們必須藉著不住的禱告，時時在我們靈裏摸著基督—

帖前五 17。 

6 祂的死應用到我們身上，就會將我們模成祂死的模型，而祂的靈

在我們裏面就會將我們模成，使我們進入祂形像（就是神長子之形像）

的榮耀裏。 

7 我們都需要禱告：『主，監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死裏；我不要

離開你的死，卻要讓你的死成為我甜美奇妙的住所；主，我要與你一

同留在你的死裏。』 

8 祂的死乃是祂有地位分泌自己來包裹我們的地方；這是惟一的地

方，使我們能享受並經歷祂復活的生命作生命的汁液，分泌出來包裹

我們的全人，使我們成為一顆美妙的珍珠，為著進入神的建造。 

9 基督為我們受了傷，為要把我們監禁在祂的傷處，好在我們一生

中，一再的在我們身上實施祂的分泌，使我們成為珍珠，以建造神永

遠的住處。 

10 我們越主觀的成為珍珠，就越在新耶路撒冷裏，也越在國度裏—

太十三 45～46，約三 5。 

 



第二週．週一 

晨興餧養 

民二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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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編組的第二點，就是部署安營。數點是為著部署安營，

部署安營就成為軍隊。 

〔民數記二章二節開頭〕這句話含意很深。首先我們要看見，部署安

營這事沒有人意的選擇。比方，…一個以色列人是猶大支派所生，…

不能因他不喜歡猶大，而要歸到拿弗他利支派的纛下。每個支派有一

個大纛（一面大旗），人生在那個支派，就該歸到那個支派的旗下，

不能有自己的選擇。就這豫表的屬靈意義說，在召會中的配搭，也不

能有自己的選擇，完全是出於神的命定、神的安排。（民數記概論上

冊，二八至二九頁。） 

信息選讀 

民數記二章二節下半接著說，『對著會幕，在四邊安營。』以色列人

雖然各歸各纛，但中心只有一個；纛旗有十二面，中心目標只有一個。

所有的纛都是為著維持神的見證，沒有一面旗是為著自己的支派。他

們不是各自獨樹一幟，乃是對著會幕、圍著會幕安營；他們是以會幕，

就是神的見證為中心。 

在民數記裏，帳幕有兩個名稱，一是會幕，（一 1，四 23，）二是見

證的帳幕。（一 50，53，十 11。）稱作會幕，乃重在帳幕是神與祂百

姓相會的地方；稱作見證的帳幕，則重在見證的櫃是帳幕的中心。 

利未記大都說到會幕，因其重點不在於神的見證，乃在於人如何到神

面前與神交通、事奉神並過聖別的生活。民數記纔著重於神的見證。

神的見證是指擺在見證櫃裏的兩塊法版。見證櫃是帳幕的中心，因此，

帳幕成了見證的帳幕。見證的帳幕是宇宙的中心，是神在地上的見證；

而這見證在地上需要有保障。當日這見證的帳幕立在曠野，若沒有彀

強的軍隊圍繞保護，就很容易被毀壞。神見證的帳幕要能立在地上，

一直維持在那裏，就需要以色列人所編組的軍隊在帳幕周圍安營、保

護，使其得著保障，能穩妥的在地上維持神在宇宙中的見證。 

召會也是如此，一面是會幕，另一面是見證的帳幕。一面有屬靈的軍

隊，以帳幕作中心為神爭戰，為著維持神的見證；另一面有為著見證

的事奉，這見證乃是一切事奉的中心。今天召會在地上有這兩面的職



責，一面是爭戰，一面是維持神的見證，而爭戰是為著維持見證。各

地召會都該有屬靈爭戰的光景，也該有為神作見證的光景。屬靈的爭

戰乃是指召會受撒但攻擊時，召會中那些生命成熟的人，能認識撒但

的攻擊，並在神面前擔負禱告的工作；他們就像以弗所六章十至二十

節所說的，與那邪惡的屬靈勢力爭戰。（民數記概論上冊，二九、一

六至一七、二七至二八頁。） 

參讀：民數記概論，第二篇。 

 

 

 

  



第二週．週二 

晨興餧養 

民二３ 『在東邊，向日出之地，按著軍隊安營的，是屬於猶大營的

纛；猶大人的首領…。』 

９   『凡屬猶大營，按著軍隊被數點的，共有十八萬六千四百名；

他們要作第一隊起行。』 

  

以色列人對著會幕，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安營。這意思是，神

的見證是向著四方。東、南、西、北四邊各有三營，這樣的安營有其

數字上的講究。三乘四等於十二，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

三乘四，表徵神在三一的身位裏，與受造的人調和成為一，結果就是

十二。十二有永遠、完全的意思，還有行政、管理的意思。在以色列

人列營的陣勢裏，從數字看，這個編組表徵神在三一的身位裏，與受

造的人調和為一，形成一個永遠完全的行政單位。（民數記概論上冊，

二九至三○頁。） 

信息選讀 

在東邊，向日出之地，是屬於猶大營的纛，…他們要作第一隊起行。

（民二 3～9。）在南邊的，是流便營的纛，…他們要作第二隊起行。

（10～16。）在西邊的，是以法蓮營的纛，…他們要作第三隊起行。

（18～24。）在北邊的，是但營的纛，…他們要作末隊起行。（25～

31。） 

四營的次序不是照出生，乃是照屬靈的情形。流便是長子，（創二九

31～32，）卻因犯淫亂，失去了長子名分。（四九 3～4，代上五 1～2。）

猶大是第四個出生，（創二九 31～35，）卻作第一隊起行，因為他在

十二兄弟中是得勝的獅子，（四九 8～9，）豫表基督是得勝的戰士，

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啟五 5，）擊敗神仇敵的一位。約瑟的兒子以

法蓮，由於約瑟成了第三隊。在諸營中間，但在末後；但也是最壞的，

因為他是『蛇』，（創四九 17，）又首先背叛神的國，並設立第二個

敬拜中心。（王上十二 26～30。） 

四營各有三支軍隊，產生十二這數字。這數字由三乘四組成，表徵三

一神（三）與祂的造物（四）調和，形成一個永遠並完全行政的單位。

十二這數字是神完全並完整之行政的數字。例如，十二使徒是為著神

的行政。 

會幕同著利未營，是在諸營中間，要在四營中間起行。（民二 17。）



利未人圍繞帳幕的三邊安營：革順人在西邊，（三 23，）哥轄人在南

邊，（29，）米拉利的子孫在北邊，（35，）留下東邊給摩西、亞倫和

亞倫的兩個兒子。（38。） 

我們越思想以色列人在帳幕四圍部署安營的圖畫，就越必須為著神的

計畫、神的主宰、和神創造的能力敬拜祂。藉著神創造的能力，雅各

有十二個兒子，每個兒子成為一個支派。有一個支派，利未，被分別

出來成為祭司（利未人），但約瑟的兩個兒子補上空缺。利未生了三

個兒子，佔著帳幕的三邊，留下一邊給摩西、亞倫、和亞倫的兒子。 

在舊約裏有許多圖畫，但是很少基督徒知道如何將其應用到新約裏的

記載。我們若細讀啟示錄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會發現這兩章裏有些東

西題醒我們舊約的事物。若是沒有舊約的圖畫，我們就很難明白新約

裏所記關於新耶路撒冷的啟示。（民數記生命讀經，二三至二五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篇。 

 

 

 

  



第二週．週三 

晨興餧養 

啟二一１２～１３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

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東邊有三門，

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啟示錄二十一章裏的新耶路撒冷…有四邊，每邊有三個門，四邊共有

十二個門，十二個門上有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12～13。）在

二至三節說到，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帳幕與人同在。民數記二章裏以色

列人的安營，是圍繞著神的帳幕，這幅圖畫和啟示錄二十一章所描繪

的新耶路撒冷相符。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邊，民數記裏的安營也有四

面。新耶路撒冷每邊有三個門，上面有三個支派的名字；民數記二章

以色列人的安營也是每一邊有三個支派。（民數記概論上冊，三○頁。） 

信息選讀 

〔民數記二章裏的安營〕不是巧合，乃是永遠裏之景象的圖畫。神在

宇宙中的目的，就是要使祂自己在三一的身位裏，與人調和為一，成

為一個行政單位。這行政單位能為祂的見證爭戰。當十二個支派安了

營，就如同一座城一樣。新耶路撒冷四面的城牆就是城的保障。民數

記裏十二營的軍隊部署安營，就等於新耶路撒冷的城牆，乃是保障。

同樣，召會中的配搭是為著保障神的見證。各地召會裏面的行政都該

是『三乘四』，等於『十二』，作為那地神聖的行政；這行政就是軍隊，

為神爭戰，並維持神的見證。（民數記概論上冊，三○頁。） 

馬太十三章裏，在寶貴的東西中間有消極的東西—稗子、酵和大樹。

神在祂的經綸裏不在意這些，只在意麥子（植物生命），這麥子要在

性質上變化成金子、珍珠和寶石（礦物）。這一切寶貴的東西都要終

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以色列人部署安營，豫表神所救贖的人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照

著我們的觀察以及今天召會外表的光景，似乎沒有任何部署安營。…

當然，神所編組的軍隊不包括稗子；惟有歷代在基督裏的真信徒纔算

數。這一切信徒得救、聖別、更新、變化、並模成基督的形像之後，

都要得著榮耀。在這得榮裏，將要看見新耶路撒冷的實際，就是神在

祂新約的經綸裏，在舊造裏新造工作的終極完成。 

至終，神新造的工作要終極完成為一個實體—新耶路撒冷。在那裏我

們要看見，神所救贖的人部署安營。然而，今天神兒女中間的光景卻



是一團糟，這使我們哀慟哭泣。但我們相信從這哭泣中會出來禧年。

首先，在千年國時期會有較小規模的禧年，然後在新天新地裏將有完

滿規模的禧年，直到永遠。 

全本聖經…給我們看見一件事—神的經綸。首先，神的經綸是作出舊

造。然後，神從舊造中用四個時代產生新造。今天，這新造是完成為

召會；到千年國裏，這新造要完成為規模較小的新耶路撒冷；到新天

新地裏，這要完成為規模完整的新耶路撒冷。聖經中所啟示神經綸之

圖畫的終極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民數記生命讀經，一九至二一

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三篇。 

 

 

 

  



第二週．週四 

晨興餧養 

啟二一１２～１３『〔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

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東邊有三門，

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牆是為著分別和保護。新耶路撒冷要絕對分別歸神，也要完全保護神

的權益。這牆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這樣高大的牆，來分

別並保護他們。（聖經恢復本，啟二一 12 註 1。） 

在神永遠的經綸裏，天使是服役的靈，（來一 14，）為那些承受救恩，

並有分於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永遠之福的人效力。這些天

使要為我們的產業看門，我們卻要享受神永遠經綸裏豐富的產業。（啟

二一 12 註 3。） 

信息選讀 

在啟示錄二十一章十二節，以色列代表舊約的律法，指明新耶路撒冷

的門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並觀看，以保證聖城一切的交通、

進出都合乎律法的要求。十二個門上有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也

表徵以色列十二支派是聖城的入門，藉著福音的傳揚，引人進入三一

神的豐富，享受其中的供應。（聖經恢復本，啟二一 12 註 4。） 

十二個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啟二一 12 下，）以色

列代表舊約的律法；這表徵在神國的入口處有律法的要求。…〔這〕

指明律法在看守十二個門。律法沒有東西供應或滋養人，律法不過對

我們有所要求。律法看守著門；罪人若要進入聖城，必須履行律法的

要求。律法是守門的，是門前的侍衛，確證你已履行了它的要求。你

『經過門』的時候呼求主耶穌的名，律法就說你可以了。只要你在耶

穌基督裏，律法每一部分的要求就都履行了，你也通過了。現在你能

彀進入聖城。…當我們來到三一的入口，我們有一張『免費門票』，

因為基督為我們付了代價，門前的看守者（律法）也尊榮基督。 

律法不僅是守門的，也是引人入門的兒童導師。（加三 24。）…律法

賜給我們，不是要我們遵守，乃是要把我們引到基督。律法是把你帶

到門口的導師，也是批准你通過門口的看守者。 

不僅如此，我們還看見十二個門上有十二位天使，（啟二一 12 上，）

這表徵天使看守新耶路撒冷的入門。（路十五 7，10，來一 14。）每

一個門上不僅有十二支派中一個支派的名字，也有一位天使。律法要



求人，天使看著人；天使乃是觀眾。神新約經綸的整個領域，實際上

乃是『一個盛大的展示會』。要進入這個展示會，你需要一張免費門

票。展示會上也有觀眾，就是天使。你若不承認基督的名，就得不到

免費門票。然而，你若呼求主耶穌的名，就得著一張進入聖城的免費

門票，作觀眾的天使就歡樂，歡迎你進去。門上的一位天使，實際上

代表整個天使的範圍。在路加十五章十節主耶穌說，『一個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為他歡喜。』我們在相信主耶穌，悔改並

呼求祂寶貴的名時，也許不曉得天上有千萬的天使在『鼓掌』歡樂。

（神新約的經綸，四三五至四三七頁。） 

參讀：神新約的經綸，第三十四至三十五章。 

 

 

 

  



第二週．週五 

晨興餧養 

啟二一２１ 『〔新耶路撒冷〕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

自是一顆珍珠造的…。』 

賽五三５  『那知祂為我們的過犯受創，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

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現在我們來看新耶路撒冷裏珍珠的意義。啟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一節告

訴我們，新耶路撒冷的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珍珠不是出於創造或

製造，乃是蚌所產生的。珍珠的產生是出於生機，正如果實不是出於

製造或創造，乃是樹木生機的產品。…珍珠產自死水中的蚌。當蚌被

砂粒—小石子—所傷，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成為寶貴的

珍珠。 

在這寓言裏，我們需要看見基督之死的說明。蚌描繪出基督這位永活

者進到死水中，為我們所傷，〔參賽五三 5，〕就分泌祂的生命包裹

我們，使我們成為寶貴的珍珠，好被建造成為神永遠的住處和彰顯。

聖城的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表徵藉著那勝過死亡並分泌生命的基

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神新約的經綸，四○八至四○九頁。） 

信息選讀 

聖城的每一個門都是一顆珍珠，這表徵城的進入是惟一而一次永遠的；

就是，惟有憑著基督得勝的死和分賜生命的復活，藉著一次永遠的重

生，纔能進城。（聖經恢復本，啟二一 21 註 2。） 

蚌的創傷是小石子所造成的內傷。這粒小石子能留在傷處；照樣，我

們也能留在基督的死裏。…我們每時每刻都需要留在基督包羅萬有的

死裏。我們所以發脾氣，就是因為我們從基督的死裏遷出來了。…你

在那裏纔能勝過罪，勝過急躁，勝過世界，勝過撒但？不是在別處，

乃是在基督的死裏。 

一天又一天，我享受基督復活生命的分泌。有一種分泌時時包裹我，

因為我始終被監禁在祂的死裏。死在那裏，復活就在那裏。復活在死

裏面，並且藉著死工作。這復活就像蚌產生珍珠那樣，分泌復活基督

生命的汁液，來包裹你的全人。…我們若留在主的死裏，並享受祂分

泌生命的復活，就更多進入新耶路撒冷。我們對主的死與復活的經歷，

成了我們進入新耶路撒冷的入口。 

盼望…我們都這樣禱告：『主，監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死裏。我



不要離開你的死，卻要讓你的死成為我甜美奇妙的住所。主，我要與

你一同留在你的死裏。』主的死乃是祂有地位分泌自己來包裹你的地

方。這是惟一的地方，使你能享受並經歷祂復活的生命作生命的汁液，

分泌出來包裹你的全人，使你成為一顆美妙的珍珠。我們必須看見，

珍珠表徵基督在救贖的工作裏，用祂分泌的生命所產生的信徒，為著

進入神的建造。 

彼前一章二節告訴我們，我們乃是『照著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那

靈得聖別，以致順從耶穌基督，並蒙祂血所灑的人』。…〔在此〕我

們看見父的揀選、那靈的聖別、和子的灑血。我們再一次看見，神在

這一個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們帶進神裏面，帶進神的權益裏，帶進

神的國裏，並帶進神的經綸裏，這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聖經啟示三

一神是我們的三一入口。（神新約的經綸，四一○、四一二至四一四、

四三二頁。） 

參讀：神新約的經綸，第三十三章。 

 

 

 

  



第二週．週六 

晨興餧養 

腓三１０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

模成祂的死。』 

一１９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

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珍珠表徵基督兩方面分泌的結果，這兩方面就是祂救贖並釋放生命的

死，以及祂分賜生命的復活。我們若沒有神的啟示，就永遠無法看見

基督的死分泌、分賜以產生城的門。十二個門也是基督在祂分賜生命

之復活裏分泌的結果。祂復活成為賜生命的靈，將神聖的生命分賜到

信徒裏面。（林前十五 45 下。）…基督的死和復活都有一個結果，一

種分泌。 

這兩種分泌（分賜），需要尋求的信徒憑基督復活的大能，每天主觀

的經歷基督的死，使他們模成基督的死。（腓三 10。）我們不僅必須

把基督的死本身，更要把祂死的分泌，主觀的放在我們日常的經歷中。

（新耶路撒冷的解釋應用於尋求的信徒，一四至一五頁。） 

信息選讀 

我們必須把對基督主觀之死的應用，放在我們日常的經歷中。我們惟

有憑基督復活的大能，纔能經歷祂的死。…我們已經釘了十字架，但

我們怎樣纔能一直保守自己在十字架上？沒有人能作到這事，惟有那

些認識基督復活大能的人，纔有性能、有能力實行這事。我們憑基督

復活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們可憐的己留在十字架上。 

信徒也應當憑耶穌基督之靈（復活的實際）全備的供應，尋求每天主

觀的經歷基督的復活，使他們模成神長子的形像。（腓一 19，羅八 29。） 

基督的死惟有藉著基督的復活纔能給我們經歷，而基督的復活惟有憑

著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纔能對我們成為真實的。耶穌基督已經成

了賜生命的靈，祂就在我們裏面。我們轉到我們的靈裏，就碰著基督

這賜生命的靈，這靈就是基督復活的實際。乃是藉著這靈，我們經歷

基督的復活。經歷基督的復活，就是接觸賜生命的靈。 

我們要應用這點，就必須一直留在我們的靈裏，碰著基督這靈，這靈

乃是祂復活的實際。然後我們就有能力留在十字架上。城門的應用，

第一乃是藉著基督復活的大能留在十字架上。第二，我們必須應用基

督這位活在我們靈裏的賜生命之靈。我們必須常常接觸祂。這就是聖



經告訴我們要不住禱告（帖前五 17）的原因。惟有藉著禱告，我們

纔能在我們靈裏摸著基督這賜生命的靈，這靈就是祂復活的實際。 

我們將基督的死付諸實行，就會模成祂的死，而有一個在十字架上死

了之人的形像。當我們摸著那靈時，我們就摸著在復活裏的基督，這

就會使我們模成神長子榮耀的形像。祂的死應用到我們身上，就會將

我們模成祂死的模型，而祂的靈在我們裏面就會將我們模成，使我們

進入祂形像，就是神長子之形像的榮耀裏。（新耶路撒冷的解釋應用

於尋求的信徒，一六至一八頁。） 

參讀：新耶路撒冷的解釋應用於尋求的信徒，第二篇。 

 

 

  



第二週．詩歌 

終極的顯出－新耶路撒冷 776 

（啟示錄二十一至二十二章） 

8888（英 979） 

F 大調 3/4 

１ 

何等榮耀，何等光明， 

何等神聖耶路撒冷！ 

乃是神在人間帳幕， 

又是羔羊所娶新婦。 

２ 

新約聖徒，舊約選民， 

都是聖城組成成分； 

同蒙救贖，同承應許， 

同被建造，給神安居。 

３ 

聖城四方，完美、方正， 

長寬高度全都相等， 

無何多餘，無何不及， 

無何偏斜，無何不齊。 

５ 

十二城門全是珍珠， 

因蒙基督奧妙救贖； 

重生使其變質成珍， 

神聖事物由此入門。 

６ 

十二牆基十二寶石， 

石石都是珍貴裝飾； 

經過燒壓，經過組織， 

方有如此永遠價值。 

７ 

碧玉城牆明如水晶， 

神的光輝在此照明； 

射出神的榮耀光芒， 



照出神的碧玉形像。 

８ 

城牆為界，裏外分別， 

摒除一切不聖、不潔； 

惟有精金、珍珠、寶石， 

能合聖城榮耀性質。 

１４ 

十二數目表明政權， 

也是表明永遠完全； 

更是表明神、人調和， 

三四相乘，融洽無隔。 

１６ 

聖城非但有神形像， 

並且為神掌權作王； 

成全神的永遠心願， 

滿足神心，直到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