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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够资格承受应许之地 

本篇信息的篇题是：够资格承受应许之地。这是非常紧要且关键的一篇，相当着重在我
们的经历。 

申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总结 
李弟兄在申命记生命读经指出： “申命记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总结。”
（三页）当我们来看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申命记）时，必须认识这卷书乃是延续前面
几卷书的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回溯到创世记。从创世记开始，经过一卷又一卷的书，
神借着以色列人以及他们先祖的预表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如何在召会的道路上带领祂新
约的子民往前。在民数记末了，以色列百姓来到美地的边界。照样，我们在主的恢复里，
当我们在经历上也来到美地的边界时，我们要扪心自问： “我愿不愿意、能不能、够不
够资格享受并承受神所应许之地？” 
创世记这卷书的开头是很荣耀的，首先有神的创造和复造，在神的复造中产生了神的杰
作，就是人；然而，魔鬼撒但进来使人堕落。在那次堕落之后，人有了第二、第三、第
四次的堕落。尽管撒但在人身上作了那么多，使人在创世记头十一章，一步一步地堕落，
堕落到极点，但神并没有失败。在十二章，神来呼召亚伯拉罕，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并
将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可悲的是，这卷书最后结束在约瑟 “放在棺材里，停在
埃及”（五十 26）。尽管如此，神还是要再往前去，接下来到了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不
仅记载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更说出神要把人从棺材里带出来，向着神所应许的美地前进。
在这卷书里，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以及神美妙的作为，目的是要带领祂的百姓进入美地。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一篇说到 “神呼召的目的”。摩西是今天神所呼召之人的预表。
李弟兄在该篇信息里说到： “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使用我们，带领
人脱离今天世界的暴虐，进入旷野分别之地。也要带领他们到山上，在那里看见关于神
经纶的启示以及帐幕的图样，好建造帐幕。不仅如此，还要带领他们进入丰富并包罗万
有的美地，击败神的仇敌，并享受基督的丰富。然后神就能建立祂的国度，在其中祂在
地上能得着祂的居所。这些点在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中都有完满
的发展；这四卷书是圣经的心脏。”（一五六至一五七页）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在旷
野的经历相当于哥林多前书，在这卷书里我们看见基督在许多方面作我们的享受。然后，
哥林多后书进一步带领我们往前，从基督之于我们所是的各方面，进到基督自己作为至
圣所，作我们的美地。在基督这美地上，我们过一种在至圣所里的生活。这生活乃是加
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这四卷新约心脏书所启示的，就是要活基督、
显大基督并与基督是一。今天，我们所该过的生活，乃是活基督、显大基督并与祂一同
活在至圣所；这就是在美地里的生活。 
出埃及记结束于帐幕的建立，之后我们来到利未记。利未记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受训
练，成为神圣别、洁净并喜乐的子民，使我们至终能像神一样圣别，生活在美地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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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记所给我们的训练开始于燔祭，结束于许愿奉献；许愿奉献也含示燔祭。因此，利未
记给我们看见许愿奉献的故事。我们的许愿奉献乃是照着燔祭的原则。 
利未记之后，我们来到民数记。这卷书给我们看见在美地上生活的路。在这卷书里，我
们同样看见关于燔祭的记载，正如利未记所陈明的。在民数记二十八至二十九章，我们
看见关于供物的律例。这启示神是饥饿的，祂需要吃。神需要我们献供物给祂作食物。
作为进入美地的人，我们需要顾到神的需要。民数记那两章特别说到每天早晨和黄昏、
每周、每月、每年、每一次的节期，以色列人都要献燔祭，与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
华作怡爽香气之火祭的食物，使祂得着满足。这幅图画描绘出，神所带领到美地上的那
班子民，乃是一班顾到祂需要的人，并且他们要与神联合，与神相配来满足祂。 
此外，民数记启示神的百姓编组成军，与神一同行动，以神为他们的领导、道路与目标，
作他们的一切，使他们能够进入美地。表面看，民数记似乎是论到以色列人飘流和一再
失败的书，但正如我们在民数记结晶读经里所看见的，民数记乃是一卷论到得胜和荣耀
的书。在民数记里，神的子民虽然一再地失败，却因此被炼净而得洁净。至终这卷书结
束于一个极大的军事胜利（三一 1~54），以色列人重新被数点，站在美地的边界，他们
已经预备好要进入美地。这就是民数记的结束。 
申命记延续民数记，是民数记的补充。这卷书把我们带到美地的边界，我们要问自己： 
“你能进入美地么？你愿意进去么？你预备好要进去了么？”申命记给我们看见三个主
要的点。第一，显明神。神应许将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把美地摆在他们面前。美地乃是
神对祂百姓的心意，神也在此显明祂的爱。所以，申命记第一是显明神。其次，乃是露
暴人，给我们看见自己的所是。民数记里记载以色列人许多的失败；以色列人乃是我们
的预表，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是失败的。借着被暴露，我们知道自己不够资格进入美地。
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进入美地。申命记第三个要点是启示基督。当我们来到美地边
界却无法进去时，那是何等的悲哀；但基督是我们能以进入美地的秘诀和道路，使我们
能在美地上享受祂，并且日子得以长久。 
本篇信息向我们指明，摆在我们眼前的问题是： “我们愿意成为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
么？”当然，我们的确愿意。我们若要成为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就需要爱神。然而正
如第二篇信息所启示的，我们单单爱神还不够，我们需要心思非常清明且受警惕，有一
种感觉，有一种领悟，是满了敬畏的。我们需要有一种圣别的敬畏，认识神是谁，并且
知道我们有可能失去神对我们的心意。当我们爱神并且敬畏祂，逐渐的，我们必须认识
祂的道路，而不是仅仅认识祂的作为；我们要如摩西所寻求的，要认识祂的法则（出三
三 13）。我们需要成为认识神道路和法则的人。作为认识神道路和法则的人，我们就能
与神一同争战。当我们与神一同争战时，一面我们敬畏神是那样可畏的一位；另一面我
们尊重神，并正确地回应神的所是，顾到祂，与祂联结。这样，仇敌就要逃跑，我们就
要得着胜利。当我们来思考这一切道路和方面时，会给我们一幅图画，看见神到底是怎
样的一位。我们这样研读时，会被吸引到神这里，看见祂对我们的心意，并且看见祂所
要给我们的，乃是我们可以进入的，也是祂所保证要给我们的。这就是本篇信息主要的
思想。 

申命记说到怎样的人才能承受应许之地作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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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说到怎样的人才能承受应许之地作美地（一 8、21）。一章八节和二十一节都说
到，神已将美地 “摆”在以色列人面前： “看哪，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8） “看哪，
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21） “摆”字说出神里面的心意—神已经把美地
摆在祂子民面前。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
祖……起誓，要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你要……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8、21）神完整的救恩乃是祂要作我们的供应，使我们能过一种完全在
祂里面的生活；然而，这个供应是有条件的。美地乃是神在爱里摆在我们面前的。在以
赛亚六十二章，耶和华对祂子民说， “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已
婚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有归属。”（4）这说出我们能承受应许之地作美
地，在于我们与神有一种情爱、婚姻的关系，而不只是尽义务。 

神的子民需要与神的所是相配 

神的子民需要与神的所是相配（申四 20、40，十 12~21）。申命记十章十四节说， “看
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一切，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天和天上的天”是希伯来
成语，指最高之处。耶和华是这样的高超，远超过一切。摩西告诉他面前的百姓说， “但
耶和华只钟情于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
所以要给你们的心行割礼，不可再硬着颈项。”（15~16）摩西的意思是：耶和华钟情于
你们，把祂的心摆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不配，因为你们的心被污染而堕落了，并且你
们是硬着颈项的；所以我要给你们看见祂是怎样的一位。十八节说， “祂给孤儿寡妇伸
冤，又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这就是那高过诸天且拥有诸天的一位，就着人性生活
一切的细节而言，祂顾到孤儿寡妇和寄居的。十九节接着说， “所以你们要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这位钟情于以色列人的神要以色列人也作同样的事，
在美地上要顾到孤儿寡妇、贫穷的、还有寄居的，这样才能与那将美地赐给他们的神相
配。 

承受产业者需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 
使祂能在他们的生活并争战中，与他们同在 

承受产业者需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使祂能在他们的生活并争战中，与他们同在（一 8、
21，四 1~2、5~9）。按理说，两个人若不相配，就很难生活在一起。然而，神要把与祂
完全不配的人，带到与祂亲密且情深的关系里，使那与祂不相配的，至终能与祂相配。
这就是雅歌的故事，也是圣经的故事。在雅歌这卷书里，寻求者在一章是一种人，到了
六章十三节就成为另一种人，成了与良人相配的佳偶，不仅是美丽的，更是威武可畏的。
当我们与主来往，祂会在这种亲密的交通和关系里带领我们，我们就能与祂一同生活，
与祂相配，至终到一个地步，能与祂一同争战。这里的争战指进入美地并据有美地所需
的争战。 

我们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就需要像祂那样圣别 

我们要与赐给产业者相配，就需要像祂那样圣别（利十一 44，十九 2，二十 7，彼前一
16）。利未记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圣别。神呼召以色列人成为圣别，要他们放弃在
埃及的生活方式，进入美地且成为圣别，而不该随从迦南人的生活方式。这与以弗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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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所说的相符。我们作为在美地上的人，必须是一个新人，要脱去旧
人，而过一种在实际的义和圣中的生活。这里的圣别不仅是指分别出来，更是指归于神
自己。按新约的意义说，神是圣别的，与人有别，且要把人分别出来，借祂的救恩使人
归于祂自己。不仅神自己是圣别的，祂更进到人里面，使人成为圣别。人在救恩里一点
一点地成为圣别，像神是圣别的一样（彼前一 16）。这就是我们在美地上该有的经历。
至终，我们要成为在美地上与神相配的人，在生命和性情上，在神圣别的属性上与祂完
全一样。 

那些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 
认识神的心与神的行政、爱神、信靠神、敬畏神、 
服从神的管治、顾到神柔细的感觉并且活在神面前 

那些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认识神的心与神的行政、爱神、信靠神、敬畏神、服从神的
管治、顾到神柔细的感觉并且活在神面前（申十 12，六 5，林后十 13，路六 36，腓一 8）。
这段话描绘出我们该是怎样的人，以及怎样的人才够资格承受美地。我们所要进入的范
围，乃是一个奇妙的人位；我们要在其中生活，就需要经过种种的过程，好能成为完全
够资格活在神面前的人，在美地上生活。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心，知道祂的心意。我们借着申命记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神
从已过的永远，就要把祂自己赐给我们；祂一切的所是、所作以及祂将要作的一切，都
要赐给我们。其次，我们要得着祂，就要认识祂爱我们的心，并且愿意服在祂的行政之
下。新约头一节圣经说， “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子孙的家谱。”（太一 1）
新约不是开始于亚伯拉罕所代表恩典的原则，乃是开始于大卫所代表国度的原则。我们
这些爱主耶稣并与祂一同生活的人，需要与祂的所是相配。我们需要先顾到神的行政，
神的国度；我们需要首先顾到神对我们行政的安排，活在神的安排之下。这是马太福音
这卷国度的书所给我们看见的；这样顾到神的行政，甚至应该发生在我们对祂的爱之前。
在以下的信息里我们会看见，我们对神的爱还要配上我们对祂的敬畏。我们要敬畏祂，
尊重祂的行政，将自己服在神的行政管治之下。当我们服在祂的行政管治之下，我们就
会顾到祂柔细的感觉，也能认识祂所关切的是什么。我们就不仅是抽象地、理论地顾到
祂，乃是细致地、专特地、一再重复且巨细靡遗地顾到祂。这要使祂得着满足，因为我
们对祂柔细的感觉有回应。这样我们就够资格活在神面前，活在美地上。 

基督就是那供应我们，维持我们， 
使我们爱神、信靠神、敬畏神、服从神的管治、 

顾到神柔细的感觉并且活在神面前的一位 

基督就是那供应我们，维持我们，使我们爱神、信靠神、敬畏神、服从神的管治、顾到
神柔细的感觉并且活在神面前的一位（太八 9，路七 13，约六 57，十四 6，约壹三 2）。
谁能达到前面所说承受美地的资格？那些资格一面显明神的心意，另一面暴露我们的不
能。我们达不到这样的资格，无法与神相配。然而，基督使这一切要求成为可能。祂供
应我们，维持我们，使我们能爱神、信靠神、敬畏神、服从神的管治、顾到神柔细的感
觉并且活在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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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祂的经纶里， 
计划要我们作祂所要求于我们的一切 

神在祂的经纶里，计划要我们作祂所要求于我们的一切（太五 18，七 21，十二 50）。
马太五章十八节要求我们过与主一样的生活来成全律法，包括律法最细致的部分；律法
的一撇或一画都要得成全。七章二十一节说到我们要实行神的旨意，才能进诸天的国。
十二章五十节说，主真正的弟兄、姊妹和母亲，就是祂生命上的亲人，乃是那些实行父
旨意的人。主不仅对我们有这一切要求，祂也要使这一切要求成为可能的，使我们能满
足祂；就着这些要求而言，没有任何妥协、损伤，就我们而言，也没有任何够不上之处。
我们作不到，但基督作得到；在基督里我们能达到。这就是申命记给我们看见的。 

我们凭自己不可能为神作任何事； 
我们需要另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我们凭自己不可能为神作任何事；我们需要另一个生命—神圣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十
九 26，约三 15，约壹五 13）。马太十九章二十六节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但〕在
神凡事都能。”原文这里有连接词，可译为 “但”—但在神凡事都能。这个 “能”乃是基于
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因祂美妙的安排，能够借着信入祂，而得着永远的生命。 

神不要我们凭自己，乃要我们在基督里、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借着基督并与基
督是一来作这一切 

神不要我们凭自己，乃要我们在基督里、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借着基督并与基督是一
来作这一切（约六 57，十四 19，腓四 13）。我们需要留在基督这美地上，祂要在我们
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的一切；这是神所渴望的。 

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与基督 
有属灵的联结，生机的联结 

这意思是说，我们需要与基督有属灵的联结，生机的联结（约十五 4~5，罗十二 5）。
我们借着信入基督，与祂有了奇妙属灵的联结，生机的联结。在这联结里我们成为祂的
肢体，与祂一同生活。我们住在祂里面，祂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与祂互相内在，而
得以在祂里面。这描述了我们与基督生机的联结。在这联结里，祂使我们成为够资格承
受美地的人。 

为要使我们进入与基督这样的联结， 
神要我们不仅相信基督，更信入基督 

为要使我们进入与基督这样的联结，神要我们不仅相信基督，更信入基督（约三 15~16、
18）。约翰三章十五至十六节和十八节，三次说到 “信入”基督。三章十八节下半更说
到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基督是美地，我们要借着信入祂，得着祂所是的一切，而不
至失去祂所是的一切。 

信入基督就是与基督有生机的联结，与祂成为一灵 

信入基督就是与基督有生机的联结，与祂成为一灵（林前六 17）。何等奇妙！ “与主联
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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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联结里，我们联于基督，与祂是一，且在祂里面 

在这联结里，我们联于基督，与祂是一，且在祂里面（约十五 4~5）。约翰十五章说到
葡萄树与枝子，描述了我们与基督的互相内在（4~5）。 

我们如今既与祂是一且在祂里面， 
就需要凭着基督并借着基督，作神所要求的一切事 

我们如今既与祂是一且在祂里面，就需要凭着基督并借着基督，作神所要求的一切事（腓
四 13）。我们能作到神所要求的一切，是因我们在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与祂成为一灵
（林前六 17）。如今我们在祂里面并同着祂，就能作一切。我们只要愿意，就能进入美
地；祂就是我们的美地。腓立比四章十三节说，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
作。”这里的 “在……里面”是很关键的，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基督是我们经历上的
美地；我们借着在调和的灵里与祂成为一灵，在祂里面就凡事都能作。 

我们不该再凭自己活着，或凭自己作事； 
乃要凭基督活着，并凭基督作一切 

我们不该再凭自己活着，或凭自己作事；乃要凭基督活着，并凭基督作一切（约六 57，
十四 19）。主因父活着，我们也要因主活着。我们每日的生活有否因祂活着？我们所作
的一切是不是都因着祂？许多时候，因着主就能作到的事，我们并没有作到。我们实际
的情形与主的话有一段距离，这距离说出我们还在美地之外；我们需要进入美地，好消
除这样的距离。 

我们需要看见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神要我们 
在基督里、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借着基督 

并与基督是一，而生活、行动、行事、工作并为人 

我们需要看见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神要我们在基督里、凭着基督、同着基督、借着基督
并与基督是一，而生活、行动、行事、工作并为人（加二 20，约十五 4~5、7）。在加
拉太二章二十节，保罗非常实际地说到在美地上的生活。保罗知道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
字架，基督已经为他死了；他被基督受死的爱所吸引，而珍赏这位基督，与祂有生机的
联结，并在调和的灵里与祂接触。保罗活在与基督的联结里，借这生机的联结，过信的
生活；这就是在美地上的生活，如同主耶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一样。我们都该从保罗的
经历得帮助，知道保罗的经历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生活，活在与主生机
的联结里。神为我们预备了这生机的联结，就是美地。我们作为重生的人，应当一直在
调和的灵里与主有接触。 
在民数记十四章我们看见，在加低斯巴尼亚，以色列人满了己，以致无法进入美地；但
如今我们只要将心转向主并接触祂，就能进入祂这美地，得着祂所预备的一切。我们需
要留在美地上，在美地上生活、行动、行事、工作并为人。这一切都已预备好要赐给我
们；我们不要放弃。美地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来到美地的边界。然而，我们可
能对于美地丝毫不在乎，甚至视若无睹，并被一些其他诸如偶像或拜偶像的事所勾引。
我们没有被神摸着，不珍赏这预备好要给我们的美地，这会叫神非常伤心。但愿我们与
神之间的关系不要落到如此可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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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履行神所要求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自己； 
反之，我们该学习以神的心愿为我们的心愿， 

并以祂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在履行神所要求的事上，我们不该信靠自己；反之，我们该学习以神的心愿为我们的心
愿，并以祂为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弗四 20~21，约十一 25，六 57）。我们凭自己
是一再地失败；但申命记里这些诫命、律例、典章和训辞，都是神的话，就是基督的呼
出（参提后三 16），要让我们吸入。当我们接触祂，我们就吸入祂，也就是进入美地。
我们只要吸入基督，接受基督，以祂为我们进入美地的道路，并享受祂自己作我们的美
地。祂是唯一使我们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一位；除祂以外，我们无法够资格。我们只要在
与祂生机的联结里，正确地顾到祂，就能成为够资格的人。 

摩西嘱咐以色列人要爱神 
摩西嘱咐以色列人要爱神（申六 5，十 12）。我们要爱神，敬畏祂，把我们全人摆在祂
身上。我们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和全力来爱祂。 

 “爱”这字含示情爱，那是非常柔细的 

 “爱”这字含示情爱，那是非常柔细的（12）。神的情爱要吸引我们。申命记一面说到
神的行政，同时又满了祂柔细情爱的感觉。我们从祂的话里能感受到祂对我们的情爱是
那样细致。当我们感受到祂的爱，受祂的爱吸引，被祂的爱夺取，祂的爱就困迫我们，
正如林后五章十四节所说的： “基督的爱困迫我们。”那是我们无法抗拒的。我们需要
感受到祂对我们的爱，使我们能以同样的爱来爱祂。 
神自己设立爱的榜样，钟情于祂的百姓（申十 15）。请注意摩西对此事的描述： “但耶
和华只钟情于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15）神对
我们的爱该引起我们的回应。神内在的素质、本质就是爱。诗篇十九篇一至五节给我们
看见，神从永远起一切的行动都是由于祂对我们婚姻的爱。当我们感受到祂的爱，就与
祂有生机的联结。因着我们信入祂，我们就能感受祂的爱，并且得着这个爱，甚至成为
这个爱，以这个爱来爱祂。我们该爱神，钟情于祂；这是我们对祂钟情于我们的回应。 

约壹二章五节里 “神的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 
是由祂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产生的；神先爱我们， 

将祂的爱注入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 
产生出爱来，使我们能用这爱爱神并爱众弟兄 

约壹二章五节里 “神的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是由祂在我们里面的爱所产生的；神先
爱我们，将祂的爱注入我们里面，并且在我们里面产生出爱来，使我们能用这爱爱神并
爱众弟兄（四 19~21）。神的爱应当将我们的心融化，使我们爱祂，并爱众弟兄。我们
对弟兄们的爱，应当与我们对神的爱同品质。十九节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应当用这爱来爱众弟兄。 

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摩西说到我们要全心全魂爱神， 
在六章五节，他吩咐我们要全心、全魂、 
全力（我们的体力）爱神；我们用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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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我们的心，经过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 
到我们的身体，来爱主我们的神 

在申命记十章十二节，摩西说到我们要全心全魂爱神，在六章五节，他吩咐我们要全心、
全魂、全力（我们的体力）爱神；我们用全人，就是从我们的心，经过我们的魂，我们
的心思，到我们的身体，来爱主我们的神（可十二 30）。这样，我们就成为被这位是爱
的神所构成的人。我们全魂都充满祂的爱，甚至我们的身体也能感受并彰显祂的爱。我
们能成为这样的人，能这样的代表神。我们乃是从祂得着供应，因着祂而够资格进入美
地，与祂相配。 

爱神，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 
连同我们的心、魂、心思和力量，都完全摆在祂身上； 

这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 
消失在祂里面，以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地与祂是一 

爱神（林前二 9），意思是把我们全人，灵、魂、体，连同我们的心、魂、心思和力量
（可十二 30），都完全摆在祂身上；这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让祂占有，消失在祂里面，
以致祂成了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实际地与祂是一。 
我们若真正爱神，就会把全人摆在祂身上。如此，神之外的一切就都会过去，我们所有
的挣扎也都会过去。我们改变了，成为不一样的人，一切都是新的。我们进入一个新宇
宙；我们会看见前所未见的，听见前所未闻的。我们若不是这样爱主，就无法理解这一
切事。我们将情爱放在祂身上，就是钟情于祂，以回应祂钟情于我们；乃是在这种看见
和感受里，我们才领略这个新宇宙到底是什么。我们与主成为一灵，成为一个人位；我
们与祂联结，在美地所预表我们与祂的互相内在里，过我们的日常生活。 
借着我们对神的爱，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会有一种看见和照耀，我们会发觉所有的人、
事、物都不一样了；因为一切都是为着美地，一切都在祂里面。我们所摸着的一切，都
是在祂里面摸着的；我们一切的经历，都是与祂一同经历，而不是我们单独经历的。在
我们调和的灵里，在与祂生机的联结里，有一种光照，使我们经历一种迁移。我们领悟
祂爱我们，所以我们爱祂。当我们爱祂，借着与祂联结，我们就进入祂作为美地。我们
看见新宇宙，其中充满了祂为爱祂之人所预备的一切。这就是我们作为爱祂之人所有的
经历。所以，我们要成为进入美地的人，首先必须爱祂、回应祂；这是头一个条件。成
为正确的人而进入神里面，不是律法的要求，也不是一种义务，乃是神照着祂在永远里
的心意所给我们的供备。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敬畏神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敬畏神（申十四 23，三一 13）。在申命记里，摩西有时先说到敬
畏神，再说到爱祂（十 12）；但如果我们爱祂，就会敬畏祂。这里的敬畏不是说我们要
害怕祂，乃是我们要有一种尊敬的畏惧，愿意向祂俯伏，将我们全人倾向于祂，感受到
祂的尊大以及祂一切的所是。祂不仅在恩典里作我们的父，更是我们的神。作为我们的
神，祂的心意是要借着祂的爱，将前面信息所说的一切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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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我们（特别是年轻人）有个主要的难处，就是喜欢听见要爱神，却不太喜欢
听见要敬畏祂。我们爱祂，因为祂对我们是美善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对祂
若只有那样的爱，最终会有问题；但若对祂有敬重和畏惧，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愿
意抵触祂，不愿意叫祂忧愁（参弗四 30）。祂顾念我们，我们也顾念祂，我们不愿伤害
祂，结果会大不相同。 
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我们若领悟祂将美地摆在我们面前，并且祂的眼目注视我们，要
使我们能得着祂自己作为所预备给我们的美地，我们的态度就不会不在乎、不谨慎，因
为我们不愿意错失神给我们的供备。我们要成为一班不只爱祂，更是在爱里接触祂的人。
我们与祂的接触，有时可能流于形式，以致迷失在许多其他事物里。但如果我们不失去
对祂的情爱，在对祂的爱里满了敬畏，祂宝贵的同在就会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提升，以致
不管遭遇什么事，我们都不失去与祂即时的接触；这样，我们就成为够资格进入美地的
人。 

我们都该敬畏神；我们都必须对神有正确的敬畏 

我们都该敬畏神；我们都必须对神有正确的敬畏（箴一 7，九 10，彼前一 17，二 17，
三 2、16，林后七 1）。箴言给我们看见，敬畏神是知识与智慧的开端（一 7，九 10）。
新约的书信也给我们看见，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需要对神有正确的敬畏（彼前一 17，
二 17，三 2、16，林后七 1）。 

这是一种圣别的敬畏， 
即健康、认真的谨慎，好叫我们为人圣别 

这是一种圣别的敬畏，即健康、认真的谨慎，好叫我们为人圣别（腓二 12）。保罗劝勉
我们： “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12）。我们敬畏神，对神恐惧战兢，
就能作成我们自己的救恩。 

我们该敬畏神，并要分别，圣别，归祂作圣别的子民 

我们该敬畏神，并要分别，圣别，归祂作圣别的子民（弗一 4，五 27，西一 22，帖前五
23，彼前一 16）。神是圣别的，我们原本远离祂，至终我们被分别出来亲近祂；我们越
亲近祂，就越有分于祂的圣别。我们从祂领受圣别，让祂这圣别者浸透我们，使我们成
为与祂一样的圣别；这种经历使我们能经历祂作美地。我们要成为正确的人，能以承受
美地为业，就需要有这样的渴望： “我要过一种分别归神的生活，借着住留在祂这美地
里，使我全人被祂浸透而成为圣别。” 

敬畏神就是服神的权柄 

敬畏神就是服神的权柄（太二八 18）。我们何等需要服神的权柄；然而，在我们的服从
里，我们需要爱祂。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在爱里服从祂。这不仅仅是尽我们的责任，更
是要使祂得着满足。我们要让祂得着圣别的子民，使祂的心意得着满足。 

因为神对背叛的人是严厉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祂 

因为神对背叛的人是严厉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祂（民十二 1~12，十六 1~ 35）。我们要
从民数记里背叛的事例学功课。在十二章，最亲近摩西的两个人—米利暗和亚伦—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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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也背叛了作耶和华代表权柄的摩西。米利暗和亚伦本来在对神的事奉上有特权，
但他们失败了。连他们都失败了，我们是否也会失败？这是一种暴露。米利暗和亚伦背
叛的这幅图画该使我们看见，不管我们是谁，都有可能失败；所以我们要信入基督，进
入与祂生机的联结，使我们能受保护，不至失败。因着神对背叛的人是严厉的，所以祂
击打米利暗，也审判亚伦。另外一个背叛的例子是在十六章，可拉和与他一同背叛之人
受了神超自然的审判。我们必须领悟，如果我们对神缺少敬畏，就会落到一种危险的境
地。我们既看见神对背叛的人是严厉的，就当学习敬畏祂。 

缺乏对神的敬畏是可怕的，这是各种不法的源头 

缺乏对神的敬畏是可怕的，这是各种不法的源头（约壹三 4 注 3）。 

 “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并且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落在活神的手里是可怕的”（来十 31），并且 “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十二 29）。我们
所事奉的活神是嗤慢不得的（加六 7）。召会的历史证明，不敬畏神的基督徒不会有好
的结果；这样的基督徒结局将会是悲惨的。 
如果一个信徒是敬畏神的，神迟早会出来为他表白；约瑟就是这样的例子，他是敬畏神
的人，就被安置在宝座上（创四一 38~44）。我们有两种选择，或是敬畏神，或是对神
随便而不敬畏。因着约瑟敬畏神，他的敬畏就保守他，使他不被罪和罪孽所玷污。虽然
他被下在监里，但至终神出来为他表白，使他得着高举，登宝座治理埃及全地。 
我们必须领悟，我们需要正确地敬畏神。如果我们对主和与祂生机的联结，以及对我们
在祂面前的生活，都是随便的，就表示我们缺少正确的敬畏神。李弟兄是一位非常敬畏
神的人；他常在主面前认真考量自己，有否随便说话，与人应对是否太随便。他甚至问
主： “主啊，是不是有任何时候，我活我自己而没有活你？”这种考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李弟兄所释放的信息和他的见证可以看见，这乃是出于他对主满了敬畏的爱。 

以色列人不仅要遵守神的诫命， 
也要行祂的道路 

以色列人不仅要遵守神的诫命，也要行祂的道路（申八 6，十 12~21）。我们要成为够
资格承受美地的人，就需要爱神，并且这爱必须由我们对神的敬畏所补充并巩固。我们
不仅是借着神外面的作为认识神，我们更需要认识祂的道路。我们整个属灵的前途，乃
在于我们是否照着主的道路或法则行事。倪柝声弟兄曾说， “我们所有属灵的前途，都
是看我们能不能敬拜神的道路。”（敬拜神的道路，四页） 

我们敬畏神，就会行祂的道路 

我们敬畏神，就会行祂的道路（八 6，出三三 13）。摩西劝勉以色列人要 “行祂〔耶和
华神〕的道路，敬畏祂”（申八 6）。摩西自己也如此向神祈求： “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
则〔或，道路〕，使我可以认识你。”（出三三 13）。 
神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神的所是（诗一〇三 7）。神 “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则，叫以色列人
晓得祂的作为”（7）。摩西对神有最深的认识，他乃是按着神内在的所是认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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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神的所是对我们都是道路；例如，神是爱，这爱就成了我们所行在其中的道路（罗八
4，加五 25，约壹四 8、16）。因此，我们认识神的道路乃是主观的。我们是借着信入
祂，而认识祂的道路。我们乃是借着与祂生机的联结，紧联于祂而认识祂的道路。我们
的人位与祂合并，祂的属性与我们合并，我们就有分于祂的属性，并借着这联结的属性
而认识祂的心意是什么，以及祂要我们活出的是什么。当我们与祂一同有那样的活出，
我们就认识祂的道路。祂的道路是爱，是诚实，是公义。我们乃是借着与祂联结而认识
祂的道路，这是内在的认识祂。 
因此，行神的道路就是活神、彰显神、显明神并显大神（罗二 4，十一 22，多三 4~5，
腓一 20~21 上）。我们要学习神的道路—神的所是，并祂如何行动作事（出三三 13）。
我们如何认识神的道路？如何活出神、彰显神、显明神并显大神呢？申命记给我们看见，
神的话就是基督。我们乃是借着圣经，借着我们调和的灵，来到基督这里；基督就是神
呼出的话，我们得着这位是话的基督，就能得着祂所显明的道路，并且认识祂自己就是
这些道路。 

那是我们道路的神就是基督； 
接受基督作我们的道路，就是活在祂的所是里， 

而活祂就是彰显祂、显明祂甚至显大祂 

那是我们道路的神就是基督；接受基督作我们的道路，就是活在祂的所是里，而活祂就
是彰显祂、显明祂甚至显大祂（约十四 6，腓一 20~21 上）。我们能认识神的道路，是
借着我们与基督生机的联结。当我们认识基督，我们就接受基督作我们的道路；这样，
我们就能在祂的所是里活祂、彰显祂、显明祂甚至显大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经历的，
这也是预尝新耶路撒冷；因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在神的道路上显明祂。 

在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河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并在街道当中涌流， 

指明神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道路 

在新耶路撒冷里，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并在街道当中涌流，指明神是
我们的生命，也是我们的道路（启二二 1~2）。在新耶路撒冷里有纯金的街道（二一 21），
在这街道当中有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金表征神的性情作我们的道路，
在这道路中有生命水涌流；这表明当我们在调和的灵里有分于神作生命水的河，我们就
是行走在神的道路上。这就是经历新耶路撒冷。 

我们接受神作我们的生命， 
祂的生命连同祂的性情就成为我们行在其上的道路 

我们接受神作我们的生命，祂的生命连同祂的性情就成为我们行在其上的道路（约壹五
13，彼后一 4）。当我们有分于并享受神的性情，这就成为我们的道路。 

以色列人出去与仇敌争战；今天我们也在争战 
以色列人出去与仇敌争战；今天我们也在争战（申二十 1~20）。我们要去征服并赶出那
些霸占美地的人。我们也许觉得自己不是战士，没有把握能从事争战；以下的信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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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乃是鼓励。我们无法从事争战，但是美地已经预定给我们了。我们乃是在与主生机的
联结里争战。当我们在与主生机的联结里争战，祂就为我们争战。 

在这争战中，我们乃是为基督而战， 
也是为住留在基督里而战 

在这争战中，我们乃是为基督而战，也是为住留在基督里而战。这就是今天的争战。我
们所面对的争战乃是为着住留在基督里，就是住留在与祂生机的联结里。这生机的联结
就是我们进入美地的路，也是美地的实际。 

我们若要据有基督并活在作我们土地的基督里， 
就需要与属灵的仇敌争战 

我们若要据有基督并活在作我们土地的基督里，就需要与属灵的仇敌争战（西一 12，弗
三 8，六 10~18）。 

我们争战时，需要看见 
我们是为神所已赐给我们的而战； 

一旦仇敌被击败，地就要得着清理，给我们承受为业 

我们争战时，需要看见我们是为神所已赐给我们的而战；一旦仇敌被击败，地就要得着
清理，给我们承受为业（西一 12）。要承受这地为业，争战是必需的。申命记二十章说
到争战，二十一章说到长子名分的条例（15~17）。这说出我们要得着长子的名分，承
受神所赐的地为产业，就需要争战。 

实际上，争战的不是我们， 
因为神与我们同去，为我们争战 

实际上，争战的不是我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去，为我们争战（二十 3~ 4）。我们的争战
是为着住留在与主生机的联结里。 
申命记三十三章是摩西对十二支派的祝福。二十节论到迦得说， “使迦得扩张的当受颂
赞。迦得住如母狮。”这是形容迦得要击败仇敌。李弟兄在创世记生命读经说， “迦得
是母狮。迦得不是在躺卧，乃是在居住。这比犹大是蹲伏的公狮要进步。”（一五六○
页）。雅各说到犹大蹲伏如公狮，又如母狮（创四九 9）。摩西说迦得住如母狮。犹大
是战士，是得胜者。申命记说到迦得要和犹大一样争战；然而，迦得的争战乃是为着住。
至终在争战里，我们所要作的就是 “住”。 
关于亚设，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 “愿他的脚蘸在油中。你的门闩是铁
的，是铜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亚设要得享长寿，并且一直有力量，
因为他的脚蘸在油中。 “脚蘸在油中”是诗意的说法，表明他是一个充满油的人，满了
作油的那灵，因此有铜和铁的实际。前面第四篇信息说到铜和铁，在消极一面是为着与
仇敌争战，在积极一面是为着防卫。在与主生机的联结里，我们就得着保护，并且争战
得胜。 
争战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无法凭自己履行这责任；我们只能凭着相信主（就是凭着主
自己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履行争战的责任。我们要相信，主已命定我们去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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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并且祂要为我们争战（二十 1~4）。我们只要接受祂的话，并顺从祂，知道结果是
在于祂（一 30）。 
我们被命定要争战。我们要持守基督，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就是够资格进入美地的人。
我们要一直住留在作为美地之调和的灵里，这就是我们的争战。我们只要顾到这一点，
争战就已经得胜了。 
二十章说到，种了葡萄园而尚未享用的，以及聘定了妻子而尚未迎娶的，可以回家去，
不需要去争战（6~7）。今天也是这样。在召会生活里，你不需要去争战。然而，从另
一面说，如果你要经历基督作包罗万有的美地，你就要去争战。你不能把新娶的妻子或
葡萄园摆在优先，乃要先顾到神。我们凭自己是作不到的；我们只要在调和的灵里与神
一同生活，祂就能为我们作一切，祂甚至就是那为着我们争战而得胜的一位。 

我们若透彻地研读这一切事，就会更多 
认识神，也会知道我们该作什么样的人， 
该有什么样的所是，以及该如何行事为人 

我们若透彻地研读这一切事，就会更多认识神，也会知道我们该作什么样的人，该有什
么样的所是，以及该如何行事为人（四 20、40）。我们要研读本篇信息所说的一切事，
使我们得以认识神一切的属性，也认识我们该是怎么样的人。要知道，进入美地是有条
件的，但并不是义务。我们没有义务一定要进入美地，但我们需要爱神，敬畏祂，以满
了畏惧的爱来爱祂。在日常生活里，虽然有种种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要透过这些而看见
神的安排，看见祂爱的眷顾；看见祂的安排乃是叫我们更深地认识祂，免得失去方向而
在环境中找不着祂。无论如何，我们要在与祂生机的联结里紧联于祂；我们就能为祂争
战，特别是为着住留在祂里面而争战。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该作什么样的人，该有什么样
的所是，以及该如何行事为人。 
我们该在神面前并同着神，按着神的所是行事为人（八 6）。因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我
们就该从祂学习，成为与祂一样的；我们要作神所要求的这一切事，就需要神圣的生命，
就是那为着神的百姓，与神一同作工的生命（约三 15，约壹五 11~13，彼后一 4，太五
48）。我们要履行主一切的要求，只能凭神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三一神具体化
在基督里（约十四 6，约壹五 11），实化为赐生命的灵（约十四 16~20，林前十五 45
下）。我们若要得着美地，成为承受美地的人，就必须成为这样的人。但愿我们研读这
一切，从其中得着益处，并且成为够资格承受美地的人（R.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