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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过约但河并预备打仗 

本篇信息的篇题是“过约但河并预备打仗”。在约书亚记

开头，神的子民已经预备好要据有美地，并面对仇敌，进行争

战。然而，在真正进入美地前，他们来到约但河边，因为他们

要过河才能进入美地，据有美地，并与仇敌争战。这段过约但

河并预备打仗的记载，满有属灵的意义。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他们经过两道水。首先，当他们离

开埃及时，他们被带到红海边，他们必须过红海。过了四十年

之后，他们必须过另一道水─约但河。比较这两次经过水的事

例，是很有意义的。过红海是发生在神拯救祂的子民脱离埃及

的时候。那时，他们就像一大群杂乱的人，匆匆忙忙离开埃及。

摩西在红海边，照着神的吩咐叫红海分开；然后神的百姓就在

干地上走过红海，到了另外一边。埃及的军兵跟着他们下到红

海，结果都被淹死在水里。那幅图画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借

着过红海，蒙拯救脱离世俗的权势和影响。这些属世的权势都

埋葬在红海里，神的子民就得自由，被带进旷野的旅程，与神

同行。所以红海就是一道分界线，使神的子民分别出来，脱离

一切属世的事物，一切过往的事物。现在他们有新开始，在旷

野里与神同行。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行程中，神将祂的律法，

就是祂的话，赐给他们，并且有帐幕作为神在地上移动、行动

的居所，还有祭司体系、祭物和供物，让神的子民享受、有分。

神天天用从天而降的吗哪喂养祂的百姓，并用磐石流出的水解

他们的干渴。这是他们的旅程，也表征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

们得救以后，经过红海，埋葬所有背后属世的力量，使我们能

在基督徒生活里与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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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年中，神的百姓也从事过几次争战，对抗四处的仇

敌。在这四十年末了，他们来到约但河边，要进入神向祂的子

民所应许的地。他们要在其上建造扎实并扩大的殿，作神在地

上的居所。然而属撒但国度的各族，其黑暗力量都集中在那地，

因此以色列人要在那地从事未曾经历过的争战。在这个时刻，

神把他们带到另外一道水，就是约但河边。在他们进入那地，

据有那地，击败神的仇敌，建造神的殿，并建立神的国以前，

神要祂的子民过这道河。 

过约但河不同于他们过红海所经历的。过红海是为着毁灭

世俗、属世的力量。过约但河乃是表征己、天然的人和旧人必

须被对付，好在另一边带进并产生复活的以色列。所以，毁坏

世俗、属世的力量，还不足以使他们预备好进入美地，并据有

美地。他们需要经过这第二道水—约但河。在那里，他们的旧

人、天然的人要完全埋葬，完全了结；并且要产生一班新的百

姓，从事属灵的争战，以据有那地，建立神的国。所以，过约

但河并预备打仗的这段记载是满有意义的。 

求主不要让我们只是感觉读到一段圣经故事，愿主使用这

段记载向我们说话，借此赐给我们更多光照。盼望我们借着比

较这两次的经过水，能知道这段话如何应用在我们身上。过红

海这件事，大部分基督徒都明白；但我们的确需要再过另一道

水，就是约但河。这指明我们不能仅仅与神同行，或与神一同

享受而已。现在我们是要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据有那地，完全

击败、消灭神的仇敌连同其所有邪恶的力量，以建立神的国度。

这是主今天要带我们达到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该只想维持一

种美好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在这里是要实行神的定旨，完成祂

的经纶。所以这段记载里所含示的事物很有意义，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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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三章一节至四章二十四节 
记载以色列人过约但河 

约书亚三章一节至四章二十四节记载以色列人过约但河。 

当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 
抬着，就要从所在的地方起行，跟着约柜去 

当以色列人看见他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

要从所在的地方起行，跟着约柜去（三 3、6）。 

约柜预表基督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 

约柜预表基督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出二五 10~22）。以色

列人过红海时，是摩西带领他们这一群人离开埃及；但在这一

次过约但河的时候，乃是约柜在带头。约柜是表征基督作神的

具体化身，作神的见证。过约但河是基督领头进入这道河里。 

当神的约柜与以色列人一同前行时，三一神与他们同行， 

在前面领导，因此三一神是头一个踏入水中的 

当神的约柜与以色列人一同前行时，三一神与他们同行，

在前面领导，因此三一神是头一个踏入水中的（书三 8、10~11）。

在过红海的时候，神的子民进入水中，后面有埃及的权势和力

量，但那些都淹没并死在红海里。然而在过约但河时，是由表

征基督的约柜领头进到水里；这水预表基督的钉死。约柜就是

基督自己，祂带头进到死水里。这一位基督被钉死，完成了包

罗万有的死，而我们受浸乃是浸入基督的死，在基督的死里与

祂联合（罗六 3、5）。这很有意义。 

约柜扛在祭司的肩头上， 

指明抬约柜的祭司按预表是与三一神成为一个实体 

约柜扛在祭司的肩头上，指明抬约柜的祭司按预表是与三

一神成为一个实体（书三 3）。在过红海的时候，是整群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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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匆匆忙忙过红海。但在过约但河的时候，光景跟四十年前非

常不一样。这时，以色列人已经被编组成军，并且约柜在前面

领头，这约柜是扛在祭司的肩头上；约柜表征基督作神的具体

化身。扛约柜之祭司的人数不会太多，也许四到六位。因为约

柜的尺寸是一肘半乘一肘，换算下来，大约是四呎半乘三呎，

并且高三呎；不是很大的箱型物体。约柜由祭司扛着，率先走

进约但河里。祭司不是把约柜放在轮车上推过河，乃是肩上扛

着约柜。这意思是，祭司和约柜是一，成为一个实体。 

他们与神乃是一个团体人—团体的神人。神在他们的行走

里行走，他们在神的行走里行走。所以这与四十年前完全不同。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他们刚蒙拯救、被救拔脱离埃及，脱

离法老这属世的力量和他的军兵；那是他们自己这班蒙神救赎

的子民经过水。但过约但河时，这些祭司（就代表我们）有基

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在肩头上。他们与神是一，他们

的过河就是神的过河，神的过河是借着他们的过河来完成。这

太奇妙了。神在地上的行动达到了另一个阶段、另一个层次。

所有爱主的人都必须有这两阶段对主的经历，好完成祂的定旨。

神的子民第二次经过水时，祭司完全是与那由约柜所预表的神

是一。 

约但河预表基督的死与复活 

约但河预表基督的死与复活（徒二 23~24，三 15）。 

主的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到约但河里 

主的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到约但河里（书三 10~11）。这

意思是基督进入死里。当主耶稣三十岁出来尽职的时候，祂去

到施浸者约翰那里，在约但河里受约翰的浸。那是预表基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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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自己交出来，到死的境地，被了结。然而我们需要有印象：

约但河不仅表征基督的死，也表征基督的复活。约书亚三章记

载以色列人过约但河，并且主的约柜在百姓前头进到约但河里，

又从约但河上来；这表征神的儿女不仅要经历基督的死，也要

经历基督的复活。 

约柜进入约但河，并从约但河上来， 

就是指明基督的死与复活 

约柜进入约但河，并从约但河上来，就是指明基督的死与

复活（15，四 11）。每当有新人受浸时，我们将他们浸在水里；

这水表征坟墓，使他们与基督一同埋葬，但这不是结局。一面

说，浸是我们旧人和己的结局；但在神的经纶里，浸还不是结

局。神不仅要了结我们，更要我们有新生的起头。以色列人不

只走进约但河里，他们也从另外一边走出来。从另外一边走出

来，就表征复活。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不是预表信徒肉身的死亡， 
乃是预表信徒经历基督的死， 
在这死里旧人被了结并埋葬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不是预表信徒肉身的死亡，乃是预表

信徒经历基督的死，在这死里旧人被了结并埋葬（罗六 3~6，加

二 20）。许多基督徒或读圣经的人都以为，过约但河表征肉身

的死亡，而迦南就是天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过约但河，经过

一切的波浪，到达河那边就是天堂。他们以为，过约但河就进

天堂了。然而，这种说法不合逻辑。因为迦南若是天堂，天堂

怎么还有那么多仇敌？他们希望进了天堂一切都是美好，都是

福乐；然而以色列人过了约但河之后，还要面对许多仇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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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约但河不是指我们肉身的死亡，反而是预表信徒经历基督

的死。 

约但河就预表的意义说， 

乃是指信徒受浸所浸入之基督的死 

约但河就预表的意义说，乃是指信徒受浸所浸入之基督的

死（罗六 3~4）。因此，以色列人过约但河表征信徒经历基督的

死；在这死里，他们的旧人被了结并埋葬。罗马六章三节说，

“岂不知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浸入祂的死么？”我们

给弟兄姊妹施浸时，必须有一个把握，我们不是只把他们浸到

水里；我们乃是将他们浸到基督的死里，将他们放在基督的死

里，将他们了结。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

埋葬。”何等奇妙，在约书亚三至四章的记载里，不是只有祭

司进到约但河里，乃是祭司同着他们肩上的约柜一同进到水里。

他们与约柜，也就是信徒与基督，一同进到水里。我们不仅与

祂一同埋葬，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我们也与祂一同活过来，

与祂一同复活，甚至最终与祂一同坐在诸天界里（5~6）。赞美

主，我们与祂一同！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自己走进河里，那是表征信徒从

世界里蒙拯救的一面。而以色列人过约但河，是与约柜一同走

进去。这印证了新约的经历：我们是借着受浸，浸入基督的死，

与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罗六 4）罗马六章五节

继续说，“我们若在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也必要在祂

复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看见，不

论是经历基督的死或基督的复活，我们都与祂同经过。我们浸

入的死，是祂的死，并且是与祂同死；我们被引进的复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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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复活，也是与祂同复活。无论我们要经过什么，都是祂经

过的；祂所经过的，也成为我们要经过的。 

以色列人经过基督的死，以埋葬他们的旧人， 

并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 

以色列人经过基督的死，以埋葬他们的旧人，并成为在基

督里的新人（林后五 17）。埋葬在约但河里的不是法老及他的

军兵，不是世界的力量；被埋葬的是以色列人自己，由那十二

块石头所表征。那十二块石头表征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被留在

河底，表征他们在那里被埋葬、被了结。然后另有十二块石头

从河底拿出来，搬到另一边作为记念，见证他们是复活的新以

色列。他们不只被钉死，并且经历了复活；这是由从河里拿出

来，搬到另一边的十二块石头所表征。以色列人的这幅图画给

我们看见，信徒要经过基督的死，埋葬旧人，并复活成为在基

督里的新人。 

他们已预备好进入美地，要取得那地作他们的产业， 
并与迦南人打仗；然而，他们在旧人里无法取得胜利 

他们已预备好进入美地，要取得那地作他们的产业，并与

迦南人打仗；然而，他们在旧人里无法取得胜利。以色列人过

了红海之后，在旷野里与神同行，这指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

像旷野一样，我们与主同行、受祂喂养、得祂供应、享受祂的

同在，正如神的帐幕时时处处与以色列人同在。但是神的子民

在旷野里经历的一切，还不足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神必须把

祂的子民带到应许之地，在那地上对付、粉碎、征服所有的仇

敌，并且建造圣殿，就是扎实、扩大的居所。 

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就预备好并且够资格过一种新的生

活。但他们进入美地前，还必须过约但河，对付旧人、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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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己；只要他们的旧人还在，他们就不可能完全据有那地。

神的子民要对付并征服仇敌，必须满足这个先决条件；所以神

在祂的主宰里，必须把他们带到这第二道河，他们经过这道河

才够资格对付仇敌，并据有那地，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大部分的基督徒比较熟悉过红海的事，但少有人充分了解

或认识过约但河的事。过约但河是关乎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好

为基督得着美地。在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约书亚记、士师记和

路得记这三卷历史书的内在意义：神渴望我们—祂的子民—为

着基督得着美地，好预备一班人带进基督，这是关乎完成神永

远的定旨。神的定旨不是只要我们过美好的基督徒生活，叫我

们属灵而已。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非常在乎我们要为基督得

着基督，并预备一班人，让基督被带进来。 

按预表，他们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复活，
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为着打属灵的仗 

按预表，他们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复

活，成为在基督里的新人，为着打属灵的仗（弗六 10~20）。我

们若不知道我们的旧人要被了结、被埋葬，新人要有新生的起

头，我们就与争战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懂如何从事属灵的争战。

只有经过约但河的新人，才够资格从事属灵的争战。我们的旧

人在属灵的争战上是无用的。无论我们多好，多像绅士淑女，

只要还留在旧造里，留在天然的生命里，就与打属灵的仗无分

无关。 

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旧人，我们天然的人， 

是完全不合格为得着基督打属灵的仗； 

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再是旧人，乃是新人了 

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旧人，我们天然的人，是完全不合

格为得着基督打属灵的仗；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再是旧人，乃



                                   67 
 

是新人了（四 22~24）。愿主使我们对这点印象深刻。一般基督

徒可能会讲到要打属灵的仗，要过美好的基督徒生活。但是他

们不知道，只要旧人、天然的人还活着，就不可能有地位来争

战抵挡仇敌。 

信徒浸入基督的死，乃是过约但河， 

这引领信徒进入基督的复活 

信徒浸入基督的死，乃是过约但河，这引领信徒进入基督

的复活（罗六 3~6，西二 12）。基督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条

通道，把我们引入基督的复活。在神新约的经纶里，死和复活

是并行的；我们若要有分于基督的复活，就必须经历基督的死。

基督的复活总是随着基督的死，所以过约但河的结果就是到达

对岸，那是表征复活。 

受浸在埋葬的一面，是了结我们的旧人。受浸在复活一面，

使我们的灵有新生的起头，好叫我们在基督里凭神圣的生命活

过来（约三 6、15，罗八 10）。在这复活的境地里，我们就得

享基督作包罗万有的美地，而在其中生活行动；甚至在其中生

根、建造，以完成神的经纶（六 4，西二 7）。罗马六章四节说，

“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

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当我

们进入复活的境地，我们就在新样里生活行动。我们如何进入

复活？乃是借着基督的死。我们必须过约但河，才能到另一边，

指明我们必须被埋在约但河里，才能被引到另一边；复活是发

生在钉十字架之后。我们在复活的境地里，自然而然就在美地

的实际里。我们在生命的新样里生活行动，就是在美地上生活

行动。我们经历与基督一同埋葬，就被引到复活里；我们在复

活里生活行动，自然而然就发现我们已在另一个领域。这包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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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广阔的美地表征复活的基督；只要我们被领到复活的境

地，我们就在美地的实际里。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并进入美地， 
与以色列人据有并享受美地有关； 

这样的据有并享受美地，预表信徒实际的经历 

在基督里各样福分的丰富，如以弗所书中所启示的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并进入美地，与以色列人据有并享受美

地有关；这样的据有并享受美地，预表信徒实际的经历在基督

里各样福分的丰富，如以弗所书中所启示的（书四 1）。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之后进入美地， 
乃是预表信徒经历接管诸天界， 
就是撒但和他黑暗权势所在的地方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之后进入美地，乃是预表信徒经历接管

诸天界，就是撒但和他黑暗权势所在的地方（弗二 2，六 12）。

以色列人过约但河进入美地，他们就经历、享受并承受所有在

基督里各样福分的丰富，他们也经历击败诸天界里各样黑暗的

势力。没有别的路能让我们据有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美地，也没

有别的路能击败神终极的仇敌，除非我们经历基督的死和基督

的复活。 

雅歌四章有一段话，说到寻求者被带到一个地步，经历基

督的死与复活。六节说，“我要往没药山和乳香冈去，直等到

天亮，黑影飞去的时候。”什么是没药？没药表征基督甜美的

死。什么是乳香？乳香表征基督馨香的复活。寻求者对良人的

经历，最初是一袋没药（一 13）；借着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

现在她对基督的经历达到一个地步，她需要更多的基督—整座

山冈的没药和乳香。她要到没药山，要到乳香冈。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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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入并据有美地，不是只要去多读圣经、生命读经，得着更

多知识而已。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必须丰富到一个地步，

像整座山冈一样。 

雅歌四章八节继续说，“我的新妇，求你与我一同从利巴

嫩来，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门顶，

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岭，来观看。”这是寻求者经

历没药山和乳香冈，也就是经历基督死与复活的结果。至终她

被引进升天的境地，这是由利巴嫩所表征。在利巴嫩，她与基

督一同从事属灵的争战。她从亚玛拿顶，从示尼珥与黑门顶，

往下观看；从有狮子的洞穴，从有豹子的山岭，往下观看。这

与以色列人过约但河的经历相符；过约但河预表我们经过基督

的死与复活，而被带到升天的地位以从事属灵的争战。在那地

上，有像狮子、豹子这些凶猛的仇敌，谁能击败他们？只有那

些留在没药山和乳香冈上的人，才能被带到一个地位—在升天

里—从事属灵的争战。所以，过约但河的表征是很有意义的。

没有过约但河，神的子民就没办法进入、据有并享受美地。美

地里有基督各样福分的丰富，并且神的子民还要击败神的仇敌。

这就是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所启示神永远的定旨，要人有神的

形像以彰显神，并有祂的管治权，以击败并征服仇敌。借着过

约但河，我们才能完成神双重的定旨：据有基督连同祂一切的

丰富以彰显祂，并击败仇敌。 

从约但河中取十二块石头， 

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但河中 

从约但河中取十二块石头，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但河中

（书四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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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约但河中取出的十二块石头， 
表征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从约但河中取出的十二块石头，表征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3~7）。约书亚要人把河里面的十二块石头拿出来，将它们带

到对岸；这些石头表征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这些石头从约但河的水中被拿起来， 
表征从死里复活 

这些石头从约但河的水中被拿起来，表征从死里复活（7）。 

这十二块石头是一个记号， 

表明“复活的”新以色列人乃是越过死水的见证 

这十二块石头是一个记号，表明“复活的”新以色列人乃

是越过死水的见证（6~7、21~24）。这十二块石头被带到对岸，

成为一个记念。这些石头从前是在河里，现在被带到岸上，表

征“复活的”新以色列。这成为一个见证，代表那被带过约但

河的新以色列人，要据有美地。 

这预表信徒与基督一同经历从死里复活 

这预表信徒与基督一同经历从死里复活（罗六 3~4）。 

立在约但河中另外的十二块石头， 
表征在旧生命和旧性情里的以色列十二支派 

立在约但河中另外的十二块石头，表征在旧生命和旧性情

里的以色列十二支派（书四 9）。约书亚叫人把另外的十二块石

头放在抬约柜的祭司所站立的地方，这些石头表征旧以色列，

要留在约但河中并被埋在那里。有十二块石头在对岸，表征复

活的以色列；另外有十二块石头留在河床上，表征旧人永远留

在约但河中并被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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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把这十二块石头 

立在约但河中约柜所在的地方， 

表征主要把在旧性情里的以色列人留在约但河的死水下 

约书亚把这十二块石头立在约但河中约柜所在的地方，表

征主要把在旧性情里的以色列人留在约但河的死水下。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因为我已经复活，就与了结这件事无关了。但我

们从这段记载看见，一面有复活的以色列，另一面也有留在约

但河里的旧以色列。我们不该觉得自己已经在复活里，就与钉

十字架的经历无关了。事实上，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复活和

钉死是一直并行的。我们死的时候在活，我们活的时候在死。

我们经历复活，是在基督的死里；我们经历基督的死，是在基

督的复活里。 

这预表信徒的旧人应当留在基督的死里 

这预表信徒的旧人应当留在基督的死里（罗六 6，加二 20，

腓三 10）。 

两组各十二块的石头， 
表征我们的旧人已经埋葬，我们复活的新人与三一神
一同活着并作工，如同一人；这与以弗所二章一节、

四至六节、十五节、十节的启示相符 

两组各十二块的石头，表征我们的旧人已经埋葬，我们复

活的新人与三一神一同活着并作工，如同一人；这与以弗所二

章一节、四至六节、十五节、十节的启示相符。这就是加拉太

二章二十节真正的意义。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已经死

了，是已经埋在约但河底的石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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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不是老旧的我，是新的我。旧的我已

埋葬在河底，新的我是在对岸。为着这两组各十二块石头，赞

美主！这两组各十二块石头代表旧的以色列和新的以色列，也

表征我们的旧人和我们的新人。我们享受基督的复活时，我们

的旧人该永远留在基督的死里；当我们经历在基督的死里，就

知道我们复活的新人与三一神一同活着并作工，如同一人。 

抬见证柜的祭司在约但河中的干地上站定， 

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但河 

抬见证柜的祭司在约但河中的干地上站定，直到国民尽都

过了约但河（书三 8、13~15、17，四 10~11、15~18）。过约但

河跟过红海不同的是，过红海是全群的百姓直接过去，但过约

但河是祭司连同约柜先下去。祭司们走到河中间时，就站定在

那里，让两百万的以色列人逐一经过。如果我是其中一位抬着

约柜的祭司，看见我的亲友都走过去了，自己却一直不能动，

可能会很担心。祭司们不能离开，因为约柜在他们的肩头上。

必须直到全会众都走过去，等约书亚下令，他们才可以上来。

约柜和祭司是首先下约但河，也是最后上来的。 

抬约柜的祭司是首先下水去，末后从水里上来的； 
他们在河底，直等到神的百姓都过了河，才能出来 

抬约柜的祭司是首先下水去，末后从水里上来的；他们在

河底，直等到神的百姓都过了河，才能出来（三 17，四 15~16）。 

神把祭司放在死里， 
好叫以色列人有一条路，到生命之地 

神把祭司放在死里，好叫以色列人有一条路，到生命之地

（10）。我们若是站在河底的祭司，会有什么感觉？我们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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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想：“什么时候才轮到我过河？如果我还来不及过河，立起

的水又往下流，我就没命了。”但是祭司们必须站定在那里，

这说明在神经纶中得胜者的原则。这原则乃是，神必须得着少

数人来代替祂全体的子民。 

神需要得着少数人，乐意站在死的地位上。站在约但河里

的祭司，肩上抬着有重量的约柜，从早上到晚上，从日出到日

落，站在河底，直到以色列国民尽都过了约但河。得胜者不在

意人数少，也不在意被放在死地，他们只要全会众都过约但河。

他们愿意站在死的地位上，让神的子民能有一条路，到生命之

地。 

在河底是死的地位，不是舒服的，不是好看的 

在河底是死的地位，不是舒服的，不是好看的。 

在河底抬见证的柜，是顶苦的 

在河底抬见证的柜，是顶苦的。肩上扛着约柜站立，既不

舒服也不方便。今天在主的恢复里，主必须得着得胜者。他们

不只乐意自己站在河底，并且他们是扛抬着约柜站在那里；约

柜，就是他们肩头上担负的见证。得胜者不是敢死队─自告奋

勇受死的人，得胜者是一班配担负约柜─神的见证─的人，他

们与约柜一同在死的地位上站住。 

在林前四章，保罗把自己比喻为这样的人：“我想神把我

们使徒显列在末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

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直到如今。”（9、13）

使徒们就是那少数人，他们是扛抬约柜的祭司─得胜者。世人

看他们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他们被显列在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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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定了死罪的人。我相信当以色列人过约但河，从祭司身边

走过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急于保命的。他们不会在意站在

那里的祭司和他们肩上的约柜，他们不会明白这些祭司正在付

出何等代价，为要保全众人的性命。甚至当他们过河以后，可

能忘记还有人为他们站在河中间。今天神必须得着得胜者。一

面来说，主的恢复是为着神全体的子民，但另一面来说，必须

有一些人作得胜者，站在死的地位上，让神所有的子民能走过。 

主今日找一班像约书亚三至四章里的祭司的人， 

叫他们先下水，先进入死 

主今日找一班像约书亚三至四章里的祭司的人，叫他们先

下水，先进入死（三 8、17）。 

他们乐意先受十字架的对付，站在死里， 
好叫召会有一条生命的路； 

神必须先把我们摆在死里，好叫别人得着生命 

他们乐意先受十字架的对付，站在死里，好叫召会有一条

生命的路（林后四 10~12）。神必须先把我们摆在死里，好叫别

人得着生命（约二 19，十二 24，林前十五 36）。对有些人来说，

这是无法想像的一件事。他们可能问：“为什么别人可以过好

日子，我却要被牺牲、受剥夺？”站在死的地位上，意思就是

别人能享乐，我不能；别人能轻松度日，我不能；别人能随己

意行事，我不能。当有人乐意这样被摆在死里，就叫其他人得

生命。 

倪柝声弟兄就是这样的人。一九五〇年初，他从中国大陆

去到香港，给那里带来复兴。后来他要李弟兄从台湾到香港跟

他碰面，在那里他们一起尽职约一个半月。在那段时间，弟兄

们，包括李弟兄，都劝他不要回中国大陆，因为政治局势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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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回去就可能出不来了。但倪弟兄身为中国大陆众召会的

领头人，带领那里所有神的儿女，深觉无法为了保全自己的性

命而留下神的子民在大陆受苦。至终，他没有跟任何人道别，

也没有知会李弟兄，就独自回大陆去了。 

我们可能想，倪弟兄在自由世界里不是更好么？他若能自

由尽职、作工、对神的子民释放话语，岂不会有更多的祝福么？

倪弟兄当然知道，他若是自由，会有更多机会为主作工；但他

无法忘记主在中国大陆的见证，以及神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儿女。

他若不回去，也许会有更多的苦难临到留在中国大陆的信徒。

他在主面前必定有诸多考量。最后，他没有跟他的同工们道别

就离开了。他宁愿选择站在死地，为要使神的子民能走过。一

九五二年，倪弟兄被捕入狱，二十年后殉道。在他被监禁的二

十年间，他没有释放过一篇信息，手边也没有圣经。外面看来，

他没有为主作一点工，但生命却在流通。当有人乐意将自己摆

在死里，生命就要在整个基督的身体上发动，这是非常真实的。 

因着使徒保罗借着死供应生命， 
他能见证说，“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因着使徒保罗借着死供应生命，他能见证说，“这样，死

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林后四 12）

我们可能比较容易领会十节，却不容易明白十二节。在十节保

罗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

们的身体上。”死是在我们身上，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但在十二节，保罗是说，“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

们身上发动，”这如何能作到？ 

倪弟兄有一段话，论到这两处圣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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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节，他〔保罗〕是说到生命的彰显；在这里〔十二节〕，

他是说到生命的供应。在自己身上显明，我们说这是生命；在

别人身上显明，我们说那是供应；而那一个来源是一样的，就

是耶稣的死。所以空空的讲道是没有用处的。没有摸着实际的

讲道，对于基督的身体不能有什么供应。乃是在我们身上有“耶

稣的死”发动，才在别人身上有“耶稣的生”发动。这不只是

讲道的问题，不只是作工的问题，而是生命的供应的问题。当

然，讲道有它相当的用处，但讲道的后面如果没有实际，就不

能有生命的供应。乃是我们得着“耶稣的死”的时候，基督的

身体就得着供应。有实际就有供应。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叫作

“耶稣的死”，没有静默无声的在那里背十字架，我们就没有

供应。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在属灵的实际方面，工作不是你

去“作”的，乃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实在有所经过，就自然而然

叫基督的身体有所得着。你自己这一边，知道什么叫作“耶稣

的死”，在另一边，基督的身体就自然而然得着供应（倪柝声

文集第二辑第十六册，二三〇页）。 

使徒们的工作乃是死在他们身上发动， 

使生命在信徒身上发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结果 

是美妙的，就是生命在别人身上发动 

使徒们的工作乃是死在他们身上发动，使生命在信徒身上

发动（10~ 12）。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结果是美妙的，就是生

命在别人身上发动（12）。 

新约职事真实的工作不是作工的问题，乃是死的问题 

新约职事真实的工作不是作工的问题，乃是死的问题（1，

三 8~9，五 18）。这与我们天然的观念相反。我们认为要供应

生命，就非得作工、讲道、有所作为。但用倪弟兄的话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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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在于我们的所作，乃在于我们的所是。我们有实际，自然

就有供应。倪弟兄接着说， 

但是何等可惜，许多基督徒竟是活在外表那里！他们作工

的时候似乎有供应，不作工的时候就没有供应；他们开口的时

候似乎是神最好的仆人，不开口的时候就不是神最好的仆人；

他们被人领会的时候就能供应，被人误会的时候就不能供应。

他们在神面前没有摸着属灵的实际，所以他们对于基督的身体

就不能有生命的供应。有一位弟兄，人和他在一起三个钟头，

谈话只有五分钟，但是，人能得着他的供应。基督的身体是一

个事实，不是彼此拉手的时候才有供应，不是彼此谈话的时候

才有供应。他在神面前有所经历，他从神的手里接受“耶稣的

死”，他就已经供应基督的身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里面

怎样认识神，你就是借着那一个来供应召会。不是你要去供应

他们，不是你故意去供应他们，乃是你自自然然的在那里供应

他们（倪柝声文集第二辑第十六册，二三二至二三三页）。 

这是倪弟兄对于为主作工的领会。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死， 

好叫生命在别人身上作工；因此，我们死就是我们作工 

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需要死，好叫生命在别人身上作工；

因此，我们死就是我们作工（四 12）。 

“主不需要你为祂完成什么工作。祂需要你死。 

如果你死了，生命就会在别人身上作工。借着死，你就把

生命供应人。因此，我们的工作乃是被治死” 

“主不需要你为祂完成什么工作。祂需要你死。如果你死

了，生命就会在别人身上作工。借着死，你就把生命供应人。

因此，我们的工作乃是被治死。”（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三

四七页）基督的身体乃是实际。若有一个肢体经过死，将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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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交出来，放在基督的死里，他必定因自己所经历的而能供应

生命；基督的身体就从这个经过死的人得着了生命。这不是因

着他作了什么见证，或作了什么事，这乃是正在发生的事—死

与复活。基督的死与复活由过约但河所表征，祭司带着约柜站

在死地里，就如保罗在林后四章所说，死是在他身上发动（12）。 

以色列人虽然受了管教、训练， 

并且合格，但在过约但河以后， 

他们在攻击前仍需要进一步的预备 

以色列人虽然受了管教、训练，并且合格，但在过约但河

以后，他们在攻击前仍需要进一步的预备（书五 1~10）。 

过约但河是为着与迦南七族打仗 

过约但河是为着与迦南七族打仗（四 12~13）。 

约书亚有分于过约但河的神迹，他就得着加力， 
能带领以色列人与一切属鬼魔的迦南人打仗 

约书亚有分于过约但河的神迹，他就得着加力，能带领以

色列人与一切属鬼魔的迦南人打仗（三 6~7、10，四 14）。约

书亚三章七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

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

样与你同在。”借着这样的经历，约书亚就得着加力，并且得

着神的印证。人如何听从摩西，也要照样听从约书亚。他要被

神显为尊大，率领以色列人与属鬼魔的迦南人打仗。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五 2）。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了四十年，除了迦勒和约书亚以外，

第一代的人都消灭了。所以那些从约但河里经过的，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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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旧的一代曾经受过割礼，新的一代还没有；因此，以色

列人过了约但河之后，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第二次给他们行割礼。 

行割礼的目的是要使神的选民成为新的百姓， 

好承受神应许之地 

行割礼的目的是要使神的选民成为新的百姓，好承受神应

许之地（参创十七 7~12）。虽然神立了约，应许要把美地赐给

他们，但那约还需要借着割礼得着印证。今天我们要得着应许

的美地，也需要得着印证。我们不能带着我们的肉体、行为来

得着美地；我们需要受割礼，割除我们的肉体，否认我们的己，

我们天然的力量；只有这样的人才够资格击败仇敌，据有那地。 

给新以色列人行割礼， 

预表基督借着祂的死所成就的割礼， 

应用在信徒身上，使他们脱去肉体的身体， 

好在复活里承受基督作神分给他们的分 

给新以色列人行割礼，预表基督借着祂的死所成就的割礼，

应用在信徒身上，使他们脱去肉体的身体，好在复活里承受基

督作神分给他们的分（西二 11~12，一 12）。歌罗西二章十一

节说，“你们在祂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

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这是基督的割礼。十二节说，

“在受浸中与祂一同埋葬，也在受浸中，借着那叫祂从死人中

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祂一同复活。” 

属灵的割礼是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的延续 

属灵的割礼是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的延续（罗六 3~4）。借着

过约但河，旧以色列人被埋葬，新以色列人出来；这是神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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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工作。以色列人受割礼，就是实际应用神在过约但河的

事上所作的（书五 2~9）。 

我们需要看见，以色列人过约但河，有十二块石头被带到

美地上作记念，直到永远；然后约书亚把另外十二块石头立在

约但河中。这是神作的，我们需要认识这事，并认定这事。然

而除了认识、认定以外，我们还要加以应用，这就是割礼被带

进来的原因。 

在新约里，属灵的割礼乃是 

不断的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体 

在新约里，属灵的割礼乃是不断的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

的肉体（腓三 3，西二 11）。我们要同意神借着过约但河所作

的，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否认我们的肉体。在腓立比三章三节

保罗说，“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

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虽然在事实上，我们已浸入基督的死， 
与祂一同埋葬并复活， 

但在实行上，我们仍然必须靠着那灵， 
天天将十字架的割除应用在我们的肉体上 

虽然在事实上，我们已浸入基督的死，与祂一同埋葬并复

活，但在实行上，我们仍然必须靠着那灵，天天将十字架的割

除应用在我们的肉体上（罗八 13，加五 24）。罗马八章十三节

说，“你们若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加拉太

五章二十四节说，“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

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神已经成就了这个事实，并

将这事实陈明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相信，需要承认，并在每

一天的生活中，借着那灵的能力否认己，把肉体摆在一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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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站在一起。我们转回到我们的灵里，就能治死身体的行为，

不随从肉体的邪情私欲。 

这是留在基督之死与埋葬里的实际与实行 

这是留在基督之死与埋葬里的实际与实行。不要忘记，我

们一面是在河的那一边，一面还在河里面；这是我们永远的地

位。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

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

二 20上）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并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并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书五

10）。 

守逾越节是记念耶和华救赎 

以色列人长子脱离死的审判； 

也是记念耶和华拯救 

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和法老的暴政 

守逾越节是记念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长子脱离死的审判；

也是记念耶和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和法老的暴政（出十二

3~7、11~14，十四 13~30）。以色列人过约但河，到了另一边，

他们就受割礼，也守逾越节。逾越节让他们记得神所作的：为

他们预备逾越节的羊羔，被杀流出血来，救赎他们的长子，使

他们被越过而不被杀。不仅如此，他们吃羊羔的肉，就有能力

离开埃及，经历神的拯救。神为他们预备的，不仅有救赎的一

面，救赎他们脱离神的审判，也有拯救的一面，借着羊羔使他

们得着加力，离开埃及，脱离法老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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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逾越节指明，耶和华怎样拯救 

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和埃及， 

祂也照样要毁灭迦南各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 

守逾越节指明，耶和华怎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和埃及，

祂也照样要毁灭迦南各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他们（书五 10）。

以色列人过了约但河，还要守逾越节。因为神不只救赎他们，

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权势，现在他们要进入美地，神还要拯救

他们脱离迦南各族，神要为他们争战。他们的肉体已经借着割

礼被割除；表明他们争战不是借着旧人，也不是借着天然的力

量。守逾越节指明，神救赎了我们，如今祂正在拯救我们脱离

所有邪恶的仇敌，好据有基督作为地。 

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预表信徒赴主的筵席， 

记念主是他们的救赎主和救主 

以色列人守逾越节，预表信徒赴主的筵席，记念主是他们

的救赎主和救主（太二六 26~28）。赞美主，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我们能早日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一同记念主。我们都要记念

主不仅救赎我们，也拯救我们。今天祂还要救我们，让我们能

击败所有的仇敌，完全据有美地，好完成祂在创世记一章二十

六节的心意，使我们作祂团体的彰显，并让祂的管治权得着充

分的代表，击败仇敌，将神的国度带进来。赞美主！（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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