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除污秽的水
(民数記結晶の学び）2019/9/9-15 & 16-22

Ⅰ．民数记十九章是旧约中非常特别的一章，记载
除污秽的水。
Ⅱ．本章的污秽，不是指罪，乃是指死：
民 19:13“凡触着死人，…而不洁净自己的，就
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
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
Ａ．死出自罪，罪是死的根。
１．在神眼中死比罪更玷污人。
２．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死；死亡是丑陋、可憎
的，我们该憎恶死亡。
３．我们所需要避免的死亡，乃是属灵的死亡。
ａ．属灵的死亡比肉身的死亡更普遍。
罗 5:17“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
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
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ｂ．属灵的死亡到处都有；不仅犯罪、属世的地
方，就连伦理道德最高尚的地方，也充满属灵的死
亡。
Ｂ．由于民数记十一至十四章以及十六章里背叛的
罪，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
１．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十六章背叛神以后，受了神
的审判，结果全体以色列人都在死亡的影响之下。
２．死亡的污秽到处散布，百姓都处于不洁的光景
中。
３．到了十九章神就要他们用红母牛的灰预备除污
秽的水，使他们可用这水除去他们所受死亡的污
秽。月
Ⅲ．红母牛，除污秽之水的主要成分，表征救赎的
基督：
Ａ．红色表征罪之肉体的样式，为着外在担负人的
罪。罗 8:3“…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
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
罪。”
Ｂ．红母牛没有残疾，表征基督虽然是在罪之肉体
的样式里，却没有罪的性情。
Ｃ．母牛是纯全的，指明基督是完全的。
民 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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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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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红母牛被牵到营外宰杀；基督是在营外，就是
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加略山—被钉十字架
的。火
Ⅳ．被宰的红母牛被烧，祭司把“香柏木、牛膝
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民 19:6“祭司要把香柏木、牛膝草、朱红色线，
都丢在烧牛的火中。”
Ａ．香柏木表征主尊贵、拔高的人性，使祂能作我
们的救主：
１．香柏树又高大又坚固，在圣经里是指满有荣耀
的人性。
２．在预表里，香柏木指明耶稣那复活、升天、得
荣、尊贵的人性。
３．香柏木表征基督属天的人性，得荣耀的人性，
和祂属天的人性生命。

４．香柏树如何是高高地超越一切其他的树，照样
基督是所有人中唯一得荣耀的人。
５．正如香柏木所表征的，基督乃是一个升到天上
的人，祂的卓越和祂高贵品格的人性，远超过任何
人。
Ｂ．牛膝草是一种最微小的植物，表征主自甘卑
微，成为人的样式，使祂可以就近人，成为人的救
主。
腓 2:7“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
的样式。”
Ｃ．一面，主是由香柏木所预表，有最高标准的人
性；另一面，祂由牛膝草所预表，自甘卑微，使祂
对我们是便利的。水
Ｄ．朱红色是一种暗红色，在预表上有很多含意：
１．朱红色表征流血，指十字架救赎的工作。
２．在利未记十四章四節，朱红色表征主降卑为
人，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流血赎罪。
３．朱红色表征基督为救赎我们所流的血最高的意
义。
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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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母牛灰被收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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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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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灰表征基督之死的结果：
１．在圣经里，灰表明最末后的东西。
２．被消减成灰就是被消减成为无有。
３．在民数记十九章九節，灰表征基督被减为无
有。
可 9:12“…经上…记着，人子要受许多的苦，且
被人视为无有。”
Ｂ．母牛烧了，香柏木和牛膝草也烧了，朱红色线
也烧了，要把灰收起来，放在洁净的地方；红母牛
的特点就在这里。
Ｃ．在被宰、被烧之红母牛灰的预表中，可看见基
督救赎永远的功效
来 9:12“…乃是借着祂自己的血，一次永远地进
入至圣所，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
Ｄ．这灰要留作除污秽的水，为着洁净罪，或作赎
罪祭。
１．如果有以色列人摸了不洁的东西，在神面前成
了不洁净的人，就应该由一个洁净的人把用作除污
秽的水和灰调起来，洒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除
去他的不洁。
２．这灰的用处，是为着除去不洁，是为着预备将
来被发现不洁净时使用。木
Ｅ．主耶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象红母牛的灰一
样：
１．红母牛的灰，表征主的赎罪永远不更改的功
效：
ａ．红母牛的灰表征主替我们所完成的救赎。
罗 3:24“但因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
赎，就白白地得称义。”
弗 1:7“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祂的血，照着
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
ｂ．祂的救赎乃是永不更改、永不朽坏的。

２．在任何时候，一个以色列人摸着了不洁净的东
西，他只需要得着红母牛的灰所调成除污秽的水洒
在他的身体上。
３．主的救赎已完成了一切；祂已经有预备，为着
我们将来一切的不洁和罪。
ａ．这灰专门是为着对付将来的。
ｂ．红母牛的灰，表明十字架已往的工作是为着今
天的用处。
ｃ．只要一次有一只红母牛烧成灰，就够用一生一
世。
ｄ．感谢主，祂的救赎是够我们用一辈子的。
Ⅵ．民数记十九章十七節说到红母牛烧成的灰，以
及放在器皿里，倒上的活水：
Ａ．这节里的活水（即，流动的水）表征在基督复
活里的圣灵。
约 7:38-39“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
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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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Ⅶ．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因此需要除污秽的
水；每当我们被死亡玷污，就需要基督这红母牛作
除污秽水的实际：
Ａ．在十九章，除污秽的水洁净并废除十六章那次
大背叛所带来死亡的影响。
Ｂ．加了灰的除污秽之水，预表基督救赎的功效，
借着生命的活水不断的洁净我们，好恢复我们与神
的交通。
约壹 1:7“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
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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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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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母牛：⑴红色表征罪之肉体的样式。⑵是纯全
的。⑶没有残疾。⑷未曾负轭。从未被這個世界，
撒但，罪使用。
香柏木：表徵基督尊貴的人性。
牛膝草：表征基督卑微的人性。
朱红色：表征救赎最高的意义。
红母牛的灰：预表主的救赎的永远不更改的功效。

Crucial Point⑴:远离说闲话或悖逆代理权柄，
不接触属灵的死亡
OL1: 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死；死亡是丑陋、可憎
的，我们该憎恶死亡。我们所需要避免的死亡，乃
是属灵的死亡。
OL2: 由于民数记十一至十四章以及十六章里背叛
的罪，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
OL3: 到了十九章神就要他们用红母牛的灰预备除污秽
的水，使他们可用这水除去他们所受死亡的污秽。
民数记十九章说到把一只红母牛与一些别的东西
一起焚烧，其灰用来作除污秽的水。阅读整章使我们
能明白这里的污秽、不洁，主要是指死亡的玷污。这
水是个供应，使人脱离死亡的影响和污秽。
就在十六章的背叛之后，到处都是死亡。在一天之
内，一万四千七百人死亡，他们尸陈遍地。在营内许多
的帐棚里都有人的死尸。人触着死尸，或人死的时候在
场，或进入死尸所在的帐棚，就受到污染。以色列人整
整二百万的人口，都在死亡的影响之下。他们都在污秽
的光景中。因此，需要除污秽的水废掉死亡的影响和污
秽。
死亡是丑陋的、可憎的，所以我们需要禁戒死
亡。…我们该禁戒的死亡，主要的还不是肉身的，而是
属灵的。……属灵的死亡……到处都有。不仅犯罪、属
世的地方，就连伦理道德最高尚的地方，也充满属灵的
死亡。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你不仅要注意远离罪孽深重的事、属世的事，也
必须注意不要接触属灵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是比罪还
可憎，是来自于说闲话和对秩序的悖逆。
你需要远离针对同学和老师的不好的闲话，也不
应该加入其中。你那些说人闲话的朋友们，可能会觉
得你这样不合群很奇怪，但是这些事会散布死亡，所
以你绝对不能加入其中。还有因为神爱世人，你不是
說伤害人的闲话而应该说福音恩典的话。如果说闲
话，你就不能跟他们传福音了。
另外所有的秩序都是由神命定的。你不接受神所安
排的秩序和环境，就是对神的悖逆。有些情形虽然从表
面上看不能说它是不道德的，但是它以悖逆为动机。魔
鬼撒旦对夏娃说，“神岂是真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神知
道善恶。（创 3:3～5）”，让她怀疑神的话，诱导她对
神反感。撒旦的这些话乍看之下似乎并没有不道德的东
西。但是那些满了对神的悖逆，满了死。听了撒旦的这
些话之后，亚当和夏娃就堕落了。
比如说，撒旦指出你班主任的缺点等等，向你提
议没必要听从你的老师。这时候请你记得，所有的环
境都是神为了你得益处所预备的。然后，呼求主名，
靠着主的恩典，学习服从老师。否则，你就摸到死
亡，将自己置于神的审判之下，就无法得到神的祝
福。请记住，“神憎恶死亡，甚于罪”。
祷告：“哦主耶稣，请给我识别死亡的属灵识别力。
神憎恶死亡甚于罪。一旦说闲话或是悖逆秩序，就摸
着了属灵的死亡。哦主耶稣，请你赦免我里面悖逆的
罪。靠着主的恩典，帮助我不要做出悖逆的行为。阿
门！”
Crucial Point⑵:红母牛的灰表征主救赎的永远效
力。灰和圣灵调和，给洁净污秽的人用。

OL１:如果有以色列人摸了不洁的东西，在神面前
成了不洁净的人，就应该由一个洁净的人把用作除
污秽的水和灰调起来，洒在这个不洁净的人身上，
除去他的不洁。
OL2:主的救赎已完成了一切；祂已经有预备，为着我们
将来一切的不洁和罪。
希 9:12 乃是借着祂自己的血，一次永远地进入至
圣所，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13 若山羊和公牛的
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污秽的人身上，尚且使人
圣别，以致人的肉身得着洁净，
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
给神，祂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
行，叫我们事奉活神么？
12 节 FN「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基督的救赎是
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乃是等到祂借着赎罪的血进
入天上的至圣所，就是将祂赎罪的血带去献在神面
前，祂才从神得到这救赎，作有永远功效的救赎。
14 节 FN「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基督在十字架
上，在人的身体里将自己献给神，这身体是受时间
限制的。但祂借着永远的灵作这事，这灵是永远
的，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在神眼中，神的羔羊
基督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祂献上自己是一次永远
的，并且借着祂的死所完成的救赎也是永远的，有
永远的功效。祂救赎的范围，完全包括了罪的范
围。
主耶稣的工作，有一部分就像红母牛的灰一样，
所有赎罪的功效都在这里面，全世界的人所有的罪都
在这里面，血也在这里面。到将来，任何的时候，如
果你有了污秽，你摸着了不洁净的东西，你不需要再
宰一只红母牛去献给神，只要把这一只已经献上的红
母牛的灰所调和的水洒在身上，就够了。换句话说，
不需要主替我们再作第二次的工作了。在祂救赎的工
作里，已经有预备，是为着我们将来一切的污秽，一
切的罪。在祂的救赎里，都已经完全预备好了。
灰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灰是表明最末后
的东西。牛也好，羊也好，焚烧以后的末了一个形
状，就是灰。灰是最靠得住的，灰是不朽坏的。我
们不能叫灰朽坏，不能叫灰消灭。
红母牛烧成灰，就是预表主的赎罪里所包括的
永远不更改的功效。主替我们作的赎罪的工作，是
最靠得住的。我们不要以为山上的石头很靠得住，
要知道石头也能够烧掉变作灰，灰比石头更靠得
住。红母牛的灰就是预表主替我们预备了一个救
赎，乃是永不更改、永不朽坏的。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用它。
应用：新人篇
通过永远的灵，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永远的救
赎，因此基督不必再被钉在十字架上。红母牛的灰表
征基督救赎永远不更改的功效。这个灰够你用一生。
感谢主。如果你摸到污秽，在神面前受到污秽的话，
你应该把表征永远救赎的灰和表征圣灵的活水所调和
的除污秽的水洒在你身上。主救赎的永远效力和复合
的圣灵，会除去你的污秽。哈利路亚！赞美主。
当你摸到属灵的死亡被污秽时，请悔改回到主
面前，操练自己的灵认罪。这样，赐生命的灵，因
为是复合并包罗万有的灵，所以作为“除污秽的
水”有果效，能够除去你的污秽。

例如，对照顾你的弟兄姊妹带有反抗意识，就
会悖逆，批评服事者。这样的状态不单和犯罪的状
态不一样。你因着这样的悖逆，接触属灵的死，被
玷污了。这时，你应该如下祷告：
“哦主耶稣，救我脱离为我的悖逆找借口。批评我
的服事者是悖逆的罪，这个罪在圣经中与一般的罪
区别很清楚。因为悖逆的罪带来属灵的死，比起罪
神更憎恶死。主啊，请怜悯我。永远的救赎的灰和
圣灵的水现在调和在一起。请将复合的灵洒在我身
上，把我从死的污秽中洁净。”
Crucial Point⑶:借着洁净的人，
用除污秽的水除去不洁
OL１: 死遍布在以色列人中间，因此需要除污秽的
水；每当我们被死亡玷污，就需要基督这红母牛作除
污秽水的实际。OL2: 在十九章，除污秽的水洁净并
废除十六章那次大背叛所带来死亡的影响。OL3: 加
了灰的除污秽之水，预表基督救赎的功效，借着生命
的活水不断地洁净我们，好恢复我们与神的交通。民
19：19 第三天和第七天，洁净的人要洒水在不洁净
的人身上，第七天就使他成为洁净。那人要洗衣服，
用水洗澡，到晚上就洁净了。
我们沾染污秽是在旧造里，现在我们要得洁净就必
须在复活里；若留在旧造里就不能得着洁净。除污秽的
水要在第三天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第七天他就能得洁
净；这表征我们在复活里应用主耶稣救赎的功效，等到
一个完全的时期，我们就得了洁净。
十九章十九节说，沾染污秽的人得洁净之后，还
得洗衣服，用水洗澡；此外，洒除污秽水的人，也要
洗衣服。用水洗澡表征对付自己，洗衣服表征对付生
活中一切的行为。我们每一次沾染污秽有了罪，就要
在圣灵里，让圣灵把主受死的功效应用到我们身上，
在神面前除去我们的污秽；我们也要重新对付自己和
生活中的一切行为。不仅被洁净的人需要这么作，就
是帮助人得洁净的，也要这样作。
十九章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神的子民，需要一直
让圣灵把基督救赎的功效，应用于我们，好叫我们得洁
净。……凡在我们里面的，凡与我们有接触的，都是不
洁的。我们里面的每一部分，也都是不洁的。我们要事
奉神，就要一直学习让圣灵调着基督救赎的功效，洒在
我们身上，叫我们得洁净。
应用：青职・硕士篇
当你活在旧造里的时候，你内里是被污秽充满着
的。并且外面的环境也充斥着很多污秽。如果你不警
醒，就很容易接触这样的污秽，有属灵的死亡。
你一旦参与流言，背叛的谈话等行为的话，你就会
接触属灵的死亡，被玷污。这个时候你应该谦卑，向在
服事并洁净的弟兄姊妹寻求帮助。因为这是根据民数记
记载由一个洁净的人用除污秽的水洒在这个不洁净的人
身上。因为接触死亡在神面前是可憎严重的罪行，所以
你该向洁净的人敞开并依靠他。在他们的帮助下，你要
操练自己的灵并有分于复合的灵，可以藉这『除污秽的
水』使自己得着洁净。
当你背叛被玷污的时候，请接受向你指出这是不洁
的人的话。一个人即使稍微意识到这个不洁，也很难接
受它。虽然对你来说接受一个洁净的人的忠告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但是因为需要除去不洁，取用主的恩典，
请向洁净你的人敞开。

祷告：“哦！主耶稣，请把我从因为批判上司或发
牢骚的背叛里拯救出来。如果涉及到背叛，我就会
带来死亡，灵会变弱，就无法摸着主。当由于不小
心被这样的罪玷污的时候，让我能向帮助我洁净的
人敞开并依靠他。在他们的帮助下悔改，操练灵，
让我能借着这除污秽的水得着洁净！”
人生的奥秘（２）
＊＊＊人悲惨的情形:“争”＊＊＊
A.“争竞…与邪恶的情绪有关。”(加五 20 注 2）。
B.“争辩言辞……由此生出嫉妒、争竞、咒骂人、恶意
的猜疑。”(提前六 4）。
C.“争辩…是毫无用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提后
二 14）。
D.“征战是从哪里来的？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岂不是从
你们肢体中交战的私欲来的吗？”(雅四 1 下）。
E.“因祂自己是我们的和平，将两下做成一个，拆毀了
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仇恨，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便
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弗二
14，16）。
＊＊＊人悲惨的情形：“迷”＊＊＊
A.“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受迷惑，离弃
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 10 下）。
B.“迷惑人，也受人迷惑。”(提后三 13 下）。
C.“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赛五三 6
上）。
D.“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和
监督了”——“我们的魂是我们内里的所是——真人
位。主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借着顾到我们里面各部
分的益处，并监督我们真人位的光景，而照其需要牧养
我们。”(彼前二 25 注 2）。
＊＊＊我们应取的态度：“开”＊＊＊
A.“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
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
(启三 20)。
B.“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
话。”(诗五一 15)。
C.“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诗
一一九 18)。
D.“你既开阔我的心，我就奔跑你诫命的道路。”(诗一
一九 32)。
E.“我向你伸开双手祷告，我的魂渴想你，如干旱之地
盼雨一样。”(诗一四三 6)。
F.“耶稣……用指头探入他的耳朵……对他说……开了
吧！他的耳朵立即开了。”(可七 33-35 上)。
G.“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
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
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
祂就用祂的所是及所做的元素，灌注我们。因此，
我们就借着祂生命的大能，凭祂生命的素质，渐渐
新陈代谢地变化，而有祂生命的形状。(林后三 17
下-18, 注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