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关于基督的主要预表和预言 
(民数記結晶读经) 2019/4/29-5/5 

Ⅰ．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在民数记里关于基督
的主要预表：Ａ．亚伦发芽的杖不是预表死了
的基督，乃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发芽的基督；
祂不只发芽，并且开花、结出熟果：民 17:8 第
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哪，利未家亚
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
结了熟杏。１．民十六 3的话以及摩西在九至
十节的话，表明神子民中间这次背叛的根乃是
野心，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野心暗中破
坏神的计划，并败坏神的子民；历世纪以来，
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是由野心引起的
２．摩西是神代表的权柄，是神所委派的权柄，
他将这案件交给神这最高的权柄，让神说话、
暴露并审判；在争夺权力的事上，唯一能审判
并暴露真实光景的，乃是神自己。民 16:5 他
对可拉和可拉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
必指示谁是属祂的，谁是圣别的，就叫谁亲近
祂；祂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祂。３．可
拉和其他人活活地坠落阴间；他们直接下到那
里，不需要先经过死；这是耶和华所创作的一
件新事。４．神对这些与可拉、大坍、亚比兰
一同背叛之二百五十人的审判，表征人对神一
切的事奉，若是照着人的意见、凭人的肉体并
与别人争竞，都要受十字架的审判。５．十六
章里可拉和他一党的背叛，与祭司职分有关，
所以亚伦的杖发芽乃是个表白，指明亚伦蒙神
悦纳，在神所赐的祭司职分上有权柄。６．一
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复活乃是我们
事奉神的永远原则；凡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
的，我们不能的，才是复活的。月 
Ｂ．红母牛，除污秽之水的主要成分，表征救
赎的基督：民 19:2 耶和华所吩咐律法中的律
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把一只
纯全无残疾，未曾负轭的红母牛牵到你这里来。
19:9 要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灰，放在营
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人会众留着，用以作
除污秽的水；这是赎罪祭。１．红色表征罪之
肉体的样式，为着外在担负人的罪。２．母牛
没有残疾，表征基督虽然是在罪之肉体的样式
里，却没有罪的性情；母牛是无残疾的，指明
基督是完全的。３．母牛未曾负轭，表征基督
从未被任何人使用，特别是未被神的仇敌撒但
使用，或为着他被使用。４．正如红母牛一样，
基督也是在营外，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
小山——加略山——被钉十字架的。５．“祭
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
牛的火中”：ａ．香柏木表征基督尊贵的人性，
牛膝草表征基督卑微的人性，朱红色表征救赎
最高的意义。ｂ．尊高的基督与卑微的基督，
在祂的救赎里，乃是除污秽之水的组成元素。
６．民数记十九章九节说，“要有一个洁净的
人收起母牛灰，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

列人会众留着，用以作除污秽的水；这是赎罪
祭”：ａ．灰表征基督被减为无有；这灰要留
作除污秽的水，为着洁净罪，或作赎罪祭。
ｂ．民数记十九章的污秽，乃是指死，遍布在
以色列人中间；因此需要除污秽的水。７．“要
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赎罪祭烧成的灰，放在器
皿里，倒上活水”（19:17）：ａ．唯有基督
救赎的工作，借着祂尊高而卑微的人性，凭祂
的死和祂复活的灵，才能医治并洁净整个局面，
除去死的不洁。ｂ．这里的活水（流动的水）
表征在基督复活里的圣灵；在除污秽的水里，
有基督救赎的效能，连同祂复活之灵洗净的能
力。火 
Ｃ．二十章八节里的磐石预表钉死并复活的基
督，从磐石流出的水预表那灵，就是从钉十字
架并复活之基督所流出的活水。民 20:8 你拿
着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
吩咐磐石发出水来；这样，你就为他们使水从
磐石中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
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１．基督既已
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基督就不需要
再被钉了，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磐石，使活水
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钉死一次。
２．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
要“拿着杖”，并“吩咐磐石”；拿着杖就是
在基督的死里与祂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
我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吩咐磐石，就
是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祂基于
那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
们。３．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定罪百姓是背叛
的人，其实摩西才是违背了神的话的人。４．摩
西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祂成为凡俗的；摩西
向百姓动怒，又错误地击打磐石两下，就是没
有尊神为圣。５．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怒，
没有在神圣别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他击打磐
石两下，没有遵守神在祂经纶里的话；因此，
摩西违犯了神的圣别性情和祂神圣的经纶。
６．为这缘故，他虽然与神亲密，被视为神的
同伴，却失去了进入美地的权利。７．在我们
所说并所作一切关于神子民的事上，我们的态
度必须按照神圣别的性情，我们的行动必须按
照祂神圣的经纶；不然，我们会在言语和行动
上背叛祂并得罪祂。水 
Ｄ．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的铜蛇是主耶稣
的预表；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
作我们的代替和顶替，使我们能“望”（信入）
祂而得永远的生命：民 21:7 百姓到摩西那里，
说，我们有罪了，因为我们毁谤了耶和华和你；
求你向耶和华祷告，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
摩西为百姓祷告。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
一条火蛇，挂在杆上；凡被咬的，一看这蛇，
就必得活。 
约翰 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



样被举起来，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
生命。１．当以色列子民得罪神，为蛇所咬之
后，神吩咐摩西举起铜蛇，替他们受神的审判，
凡望那铜蛇的就活了。２．主耶稣在“罪之肉
体的样式”里来，这样式就是铜蛇的形状；铜
蛇有蛇形而无蛇毒。３．基督成为“罪之肉体
的样式”，却与肉体的罪无分无关。４．当祂
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古蛇撒但因
着祂的死就受了对付；这就是说，堕落之人里
面的蛇性受了对付。５．日复一日，我们能享
受主，并将祂这赎罪祭的实际应用到我们全人
里面；祂是对付罪的生命，对付我们罪恶性情
的生命。木 
Ｅ．庇护城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救赎之神的
具体化身，误犯罪的人可以逃入基督里得庇护。
民 35:6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当有六座庇护
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
他们四十二座城。7 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
有四十八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１．神
把基督交在罪人手中，他们错误地把祂治死。
２．倘若一个罪人悔改，神会看他是误犯罪的
人而赦免他；这样一个人可以逃到基督里面；
但任何人若拒绝福音，并不悔改，神会看他是
故意犯罪的人，注定要沉沦。 
３．庇护城有六座，约但河两岸各三座；六这
数字表征犯错的人，因为人是神在第六日创造。
４．三这数字表征三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
二这数字（两组各三座城）表征立在宇宙中的
见证，向宇宙见证并宣告，三一神住在地上人
类中间，作他们的庇护城。５．给利未人的城
有四十八座，要分散在以色列中间，作他们美
妙便利的福分。６．庇护城不仅为着以色列人，
也为着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这表征三
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乃是为着全人类的。
７．不仅如此，六座庇护城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指明基督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亲近、便
利的；三一神已经在人中间扩展，达到我们所
在之处，作一切犯错之人的庇护城。金 
Ⅱ．认真说来，民数记只有二十四章十四至二
十五节这段话是预言，也就是解经家所称“巴
兰的预言”；这预言是说到主再来时所要发生
的事，由十四节的“日后”（原文意，末后的
日子）所指明：民 24:17-19 我看祂，却不在
现时；我望祂，却不在近日。必有一星从雅各
而出，必有一杖从以色列兴起，…又得仇敌之
地…。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于雅各的，
必掌大权，并除灭城中的余民。Ａ．从雅各而
出的星和从以色列兴起的杖都是指基督：
１．主出生时显为明亮的星，祂再来时要显为
明亮的星，但在今世，就是祂两次的显现之间，
祂也要在属祂的人心里如同晨星出现。 
２．杖是指基督的掌权；有杖的人就是在宝座
上有包罗万有之权力和权柄的人。 
Ｂ．民数记里以色列人的历史表征召会的历史；

在这些历史的末了，基督作为星和杖就要显现；
祂要来照耀万民并治理全地；那时地上一切扰
害神子民的情形，都要被除去，神的子民将不
再受苦。土 
Crucial Point①:在召会生活中随行的灵磐

石 
OL1:二十章八节里的磐石预表钉死并复活的
基督，从磐石流出的水预表那灵，就是从钉十
字架并复活之基督所流出的活水。 
OL2:基督既已被钉十字架，那灵也既已赐下，
基督就不需要再被钉了，就是不需要再次击打
磐石，使活水流出；在神的经纶里，基督只该
钉死一次。 
OL3:我们要从钉十字架的基督接受活水，只需
要“拿着杖”，并“吩咐磐石”；拿着杖就是在
基督的死里与祂联合，并将基督的死应用在我
们自己身上和我们的处境中；吩咐磐石，就是
向基督这被击打的磐石直接说话，求祂基于那
灵已经赐下的这个事实，将生命的灵赐给我们。
OL4:神没有动怒，摩西却动怒，没有在神圣别
的性情上正确代表神；他击打磐石两下，没有
遵守神在祂经纶里的话；因此，摩西违犯了神
的圣别性情和祂神圣的经纶。 

应用：青年在职、硕士篇 
林前 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
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过召会生活的你，在召会生活中有随行的
灵磐石。在民数记有活水从磐石流出来。随着
召会生活而来的灵磐石是死而复活的基督，会
赐给你活水。哈利路亚！感谢主。你将这个属
灵的事实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在在职生活或
研究生活中，在苦的环境中时，请想起以下三
点来应用：⑴对你而言随行的灵磐石：过召会
生活的你，有“随行的灵磐石”。你凭着信心
单纯的接受这个事实。⑵拿杖：拿杖就是在基
督的死里与祂联合，把基督的死应用到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处境里。例如，你比同事工作的进
度较慢，因而着急。事实上越着急工作的效率
会越差。你需要将着急的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被
了结。⑶向灵磐石说话：基督已经釘在十字架
上，從死復活成为 
賜生命的灵。你要相信這個事实，並且应该向
他说，把活水賜給灵磐石。为工作等着急的時
候，要帶着信心，這樣祷告，“主啊，請給我
喝活水。平安的神，使我裡面平靜下來，医治
我的干渴。我要改善外面的工作表現，首先，
要先改善里面灵里的狀況。我首先要拿杖，將
着急的自己釘在十字架上。主啊，你在復活里
成了賜生命的灵。根据這個事实，現在給我喝、
滋潤我的里面、給我滿足。”你在职場上要常
常這樣禱告。基督不是只有在聚會的時候才是
「隨行的灵磐石」，對你來說他 24 小時都是
「隨行的灵磐石」，所以你也可以在职場上有
這樣的经历。事实上连你在睡觉的時候，這個



磐石也會隨著你而來。你要相信這個，在你痛
苦的時候也可以安息的睡觉。 
Crucial Point②:望被举起的铜蛇，就活了 
OL1:民数记二十一章四至九节的铜蛇是主耶
稣的预表；祂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被钉十字架，
作我们的代替和顶替，使我们能“望”（信入）
祂而得永远的生命。 

铜蛇首先表征主耶稣。其次，这蛇表征以
色列人，因为是以色列人犯罪，该被挂在杆上，
受咒诅、受审判；第三，这蛇表征那蛇撒但。
实在说，不是以色列人自愿犯罪，乃是在他们
里面的蛇叫他们犯罪。神审判以色列人，实际
上是审判这蛇；所以，挂在杆上的，实际上是
那蛇。犯罪的是人，但受审判的却是蛇。这给
我们看见，实际上犯罪的乃是那在人里面的蛇，
就是魔鬼。在神眼中，蛇和以色列人乃是一。
所以，神审判杆上的蛇，也就是祂审判以色列
人。 

我们还要看见，至终不是以色列人本身受
神审判，乃是一个代替受了神的审判。这代替
—基督—乃是借着与祂所代替的人联合为一
而受审判。基督的十字架指明两个联合：第一，
基督所救赎的人与撒但联合；第二，基督与祂
所救赎的人联合。 

民二一 8~9 说，“凡被咬的，一看这蛇，
就必得活。……蛇若咬了什么人，那人一望这
铜蛇就活了。”这意思是，凡看见自己里面是
蛇，又定罪自己里面的撒但，并接受基督十字
架的人，就有生命。 

应用：青少年 
(从小学生 5年级到中高生、大学生)篇 
铜蛇表征⑴主耶稣。主耶稣以有罪的肉体

的样式来了，但没有蛇毒的罪的性情。祂只是
与罪人有同样的样式。祂虽然没有罪，但在十
字架上代替我们被神审判了。这就是铜蛇被举
起的属灵意义。此外，铜蛇表征了⑵新约的信
徒。因为我们犯了罪，该被挂在杆上，受咒诅、
受审判。最后，铜蛇象征⑶撒旦。撒旦欺骗人，
把撒旦的性质注入到人里面，让人犯罪。因此，
人犯罪是因为里面撒旦的性情。接着主耶稣作
为铜蛇被举起这件事，神定罪了人里面的罪。 
约 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
被举起来。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
命。 

请认识，主耶稣是作为铜蛇（虽然有蛇的
形状，但没有蛇毒），被钉在十字架上，请望
祂在十字架的死。这样，你就能得到永远的生
命。而且，信入主并受浸，已经得到永远的生
命的你，不要靠自己堕落的生命来活着，而要
靠基督复活的生命来活着。  

例如，虽然你想成为经常听父母和老师话
的好孩子，反而常常里面的罪总是让你做你不
想做的事，叛逆父母，反对老师。罗 7:19 因
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

我倒去作。这时，请你经历望铜蛇，和你里面
的罪已被定罪这件事联合，让复活的生命在你
里面活。你的肉体不能改善，只能被定罪。被
定罪后，基督能在你里面活着。 
加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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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
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
自己。 
祷告：“哦--主耶稣，我里面有罪的性情，让
我所愿意的善反而不作，不愿意的恶，倒去作。
啊，我是个多么可怜的人。但是哈利路亚，你
作为铜蛇，在十字架上被审判了。那时，神也
定罪了我肉体中的罪。当我望十字架上的耶稣
时，就能得到生命，可以凭着这个生命活着。
阿门！哈利路亚！” 
Crucial Point③:庇护城表明三一神对所有

人来说 
是亲近、便利的。地方召会要传扬福音成为庇

护城 
OL1:庇护城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作救赎之神
的具体化身，误犯罪的人可以逃入基督里得庇
护。 
OL2:倘若一个罪人悔改，神会看他是误犯罪的
人而赦免他；这样一个人可以逃到基督里面；
但任何人若拒绝福音，并不悔改，神会看他是
故意犯罪的人，注定要沉沦。 
OL3:三这数字表征三一神作犯错之人的庇护；
二这数字（两组各三座城）表征立在宇宙中的
见证，向宇宙见证并宣告，三一神住在地上人
类中间，作他们的庇护城。 
OL4:庇护城不仅为着以色列人，也为着在他们
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这表征三一神作犯错之
人的庇护，乃是为着全人类的。 
OL5:不仅如此，六座庇护城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指明基督作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亲近、便
利的；三一神已经在人中间扩展，达到我们所
在之处，作一切犯错之人的庇护城。 
民35:6 你们给利未人的城，当有六座庇护城，
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我们若将这些庇护城在地图中标出来，就
能看见这六座城分布得很平均。六是由二乘三
组成。三是神的数字，神乃是在祂的三一里临
到人，和我们发生关系，成了我们的拯救。 

民数记三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在分配美地
的事上，神要以色列人献上一些所承受的产业，
结果就产生了利未人的城，在这些城当中，有
些分出来作为庇护城。利未人的城可表征各地
的召会；庇护城表征基督作我们的救主，叫我
们免去死亡的审判，并得着释放，而得回我们
属灵的产业。这意思是，地方召会需要尽功用
传福音，使人接受基督的救赎，蒙称义，得着
属灵的产业，而在基督里得着安息之所，使神
也在他们中间得着居所。神作了这一切安排，



使神和人、人和神同被建造，成为相互的居所，
同得安息。 

应用：福音开展篇 
月的福音开展蒙福的交通。⑴截止 4 月

20 日有 25位受浸。我们的福音开展是为了神
户召会的 8个区的人数的扩增。为了让人受浸，
我们非常的劳苦。为了不让这种劳苦白白浪费，
为要新人成为常存的果子，各区需要努力奋斗。
⑵4 月 6日的关西（大阪、东大阪、京都、神
户）・德岛・广岛・名古屋的福音开幕聚会被
主使用，不仅神户，各地的福音开展都被祝福
了。⑶在福音开展以及在临开展前的准备中，
对 3 月末宜兰（25位）、4月初台北第 43 会所
（52位）、4月中旬市川召会（13位）的接待
相调。并且，在 4月下旬韩国敬拜弟兄的结婚
聚会，神户有 7位弟兄姊妹去参加。最后一周，
教会的负责弟兄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工商界
相调的重要聚会。在这些相调中，召会的度量
能够被扩大，得着祝福。⑷新 5年级生的游子
睿、王宏恩、矶崎光辉同学，4 月 27 日在神
户区的受浸聚会中受浸了。⑸4月 29、30 日，
策划了 2天一夜的六甲山相调活动，请一定要
参加。也可以只参加 29 日下午 4 点的 BBQ。
多多邀请 6类新人，希望这活动能为着福音被
使用。 
⑹召会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庇护城而传福音:地
方召会是庇护城。如果罪人听到福音悔改，神
会看他是误犯罪的人而赦免他。这样一个人可
以逃到基督里面；但任何人若拒绝福音，并不
悔改，神会看他是故意犯罪的人，注定要沉沦。
这表明地方召会在传福音的事上，承担着重要
的责任。 
罗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
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
的。13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14 
然而人所未曾信入的，怎能呼求？所未曾听见
的，怎能信入？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 15 
若非奉差遣，怎能传道？如经上所记：“传福
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17 可
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 
祷告：“哦主耶稣，地方召会应该作为庇护城
来尽功用。如果没有传道，就不会有听见。如
果没有听到神的话，人的里面就不会生出信。
信是从听而来。无论是谁听到神的话并相信、
逃入庇护城的召会，会被看作是误犯罪的人而
得着赦免。我们地方召会在传福音的事上，承
担着重要的责任。主啊，请祝福福音的传扬。
请你兴起信主、进到召会生活中的人。阿门！” 
 
 
 
 
 
 

Ⅰ．高品福音 第 15 課 受 浸（下） 
太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将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过红海表征受浸 
神给祂选民的完全救恩包括逾越节、出埃

及和过红海。逾越节表征救赎，出埃及表征从 
世界出来，过红海表征受浸。 

借着过红海，以色列人蒙拯救脱离埃及，
并且被带到一个自由的领域里。这是何等的救
恩－原则上，今天我们的受浸也是一样。它拯
救我们脱离捆绑，并把我们带进在基督里完全
的自由中。 

信和受浸合起来，才完成完整的一步 

在我们相信主并受浸以前，我们是罪人。
但我们借着福音的传讲蒙光照时，就领悟自己
是极其有罪的。在神面前并向着人，我们有过
许多过犯、罪愆和过错，我们也有许多罪过。
然后我们悔改，相信主，接受祂的赦免，并且
得救了。然而我们的悔改和相信，需要外面的
表示；这表示就是受浸。所以，受浸和我们的
相信，我们的信，是一件事的两面。为这缘故，
新约说到信而受浸。信而受浸可以比作我们用
两脚走一步。首先我们信，我们的信可以比作
踏出一脚向前走半步。然后我们受浸，我们的
受浸可以比作用另一脚完成这一步。信和受浸
合起来，才完成完整的一步。 

740 受浸 ― 围绕主墓 
１ 主耶穌，我们聚集，在你墓的四围， 
口中歌唱心欢喜，见证你的作为。 
我们用信来跟隨，追踪你的道路， 
藉这庄严、奥妙水，进入你的工夫。 

２ 主耶穌，我们记念，你魂中的苦难， 
因你向我施恩典，曾被波浪冲漫； 
为我你浸死水中，为我你曾流血， 
为我你曾离天庭，为我你曾命绝。 

３ 哦，主，你今已復活，黑暗已成往事， 
现今你已登宝座，活著，永不再死； 
罪、死、阴府你毁尽，我也同你得胜， 
因你是我的生命，我是坐享其成。 

４ 我今受浸归你死！承认与你同尽， 
我也与你同復活，与你荣耀有分。 
撒但、世界和罪恶，今都不能摸我； 
我今同你作旅客，同你为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