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权柄、背叛、对代表权柄的表白、以及 
神正确的代表(民数記の結晶の学び）2019/１0/7-13) 

Ⅰ．神是最高的权柄；祂有一切的权柄： 
罗9:21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
作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么？ 
Ａ．神的权柄代表神自己，神的能力仅代表神的作
为。 
Ｂ．神的权柄实际上就是神自己；权柄是出于神自
己的所是。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
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Ｃ．无论什么权柄—属灵的、地位的、行政的—都
是出于神。 
Ｄ．我们摸到神的权柄，就是摸到神自己: 
１．碰见神权柄的，就是遇见了神。 
２．得罪神的权柄，就是得罪神自己。 
Ｅ．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没有什么比碰着权柄更
重要。 
Ｆ．认识权柄是里面的开启，不是外面的教导。月 
Ｇ．只有神是人直接的权柄；其他一切的权柄都是
间接的权柄—神设立的代表权柄。 
１．唯有我们碰着神的权柄，我们才能顺服神所设
立的代表权柄。 
彼前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
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狂傲的
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２．神不只要我们顺服祂自己，神也要我们顺服祂
一切的代表权柄。 
来13:17 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且要服从；
因他们为你们的魂儆醒，好像要交账的人；你们要
使他们欢乐的作这事，不至叹息；若叹息，就与你
们无益了。 
３．一切不顺服神间接权柄的人，都是不服神直接
的权柄。 
４．神要我们顺服间接的权柄（即代表权柄），而
得到属灵的供应。 
Ｈ．我们总得碰着权柄，受神约束，也受代表权柄
的引领。                   火 
Ⅱ．宇宙中有两个大原则—神的权柄和撒但的背叛；
神和撒但之间所争执的唯一问题，与权柄和背叛有
关： 
Ａ．背叛乃是否认神的权柄，也是拒绝神的管治: 
１．撒但原是神所造的天使长，但由于他的骄傲，
他高举自己、干犯神的主宰、背叛神，就成了神的
对头，建立他自己的国。 
２．当人犯罪时，就背叛神，否认神的权柄，并拒
绝神的管治；在巴别那里，人集体背叛神，要从地
上废除神的权柄。 
Ｂ．撒但虽然干犯神的权柄，人也干犯神的权柄，
背叛神，神却不让这个背叛继续下去，祂要在地上
建立祂的国。 
Ｃ．宇宙中争执的中心，乃是谁该得着权柄： 
启4:2 …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
坐在宝座上。 
１．我们要和撒但争执，肯定权柄是属于神的。 
２．我们要存心顺服神的权柄，维持神的权柄。 
太11:25 那时，耶稣回答说，父啊，天地的主，我
颂扬你…。 
Ｄ．背叛的罪比什么罪都厉害。 
撒上15:23 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与拜虚神

和家神相同。                        水 
Ⅲ．民数记十二和十六章说到背叛神的代表权柄： 
Ａ．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乃是毁谤神的代表权
柄： 
１．神指派摩西作祂在地上代理、代表的权柄；摩
西所代表的乃是神的权柄。 
２．按照神行政的管理，米利暗和亚伦都该服从摩
西；他们却背叛了。 
３．亚伦和米利暗不认识权柄，反而起了背叛的心。
４．背叛的话往上升，被神听见了： 
ａ．亚伦、米利暗得罪摩西时，就是得罪摩西身上
的神，所以神发怒了。 
ｂ．人一碰着代表的权柄，就是碰着那代表权柄身
上的神。 
ｃ．得罪代表权柄，就是得罪神。 
５．米利暗患了麻风，这是神行政的对付。 
Ｂ．十六章所记载的背叛是团体的背叛： 
１．本章的背叛，是神百姓中间广泛、普遍的背叛。
２．民数记十六章三节、九至十节的话，表明这次
背叛的根乃是野心，要争夺权力和更高的地位： 
ａ．野心暗中破坏神的计划，并败坏神的子民。 
ｂ．历世纪以来，基督徒中间的许多难处都是由野
心引起的。 
太20:25-27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也有大
臣操权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反倒你们
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仆役；你们中
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作你们的奴仆。 
３．摩西虽然谦卑地面伏于地，却没有放弃他蒙神
所赐，作神代表权柄的地位： 
民16:5 …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祂的，谁
是圣别的，…祂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祂。 
ａ．摩西没有反击，反倒将背叛者和他们所背叛的
人带到神面前。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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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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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百姓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证明他们背叛的天
性还没有被征服。                     木 
Ⅳ．民数记十六章说到人背叛神的代表权柄，以及
人如何抵挡神的代表权柄；十七章说到神表白祂所
设立的权柄： 
Ａ．神向每个人表白：祂的代表权柄是出乎祂的设
立。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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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亚伦发芽的杖预表复活的基督，就是发芽、开
花、结果的基督，把生命分赐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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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宇宙中最大的发芽的杖，将生命分赐给
人；祂总是流出生命来点活人。 
２．今天基督仍在发芽，我们就是祂发芽所产生的
果子—熟杏。 
Ｄ．在预表里，杖表征权柄： 
１．在民数记十七章，杖代表十二支派的首领，亚
伦的杖代表利未支派。 



２．神的心意是要借这根枯杖的发芽，使百姓的怨
言止息。 
３．神借着杖的发芽向以色列人和亚伦说话。 
Ｅ．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在
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 
１．发芽、开花、结果的杖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及
其权柄。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
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２．复活乃是权柄的根据： 
ａ．发芽的杖指明权柄是根据复活。 
ｂ．神设立权柄的根据是复活。 
ｃ．神对祂所设立之权柄的表白，乃是根据复活。   
金 
 
Ⅴ．被神设立为代表权柄的人，必须是神正确的代
表： 
林后5:20 所以我们为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借
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
Ａ．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十二与十六章，摩西正确
地代表神。。 
Ｂ我们需要从摩西在代表神的事上一次的失败学习
严肃的功课： 
１．摩西击打磐石两下并称百姓为背叛的人，没有
在以色列人眼前尊神为圣： 
ａ．尊神为圣，就是使祂成为圣别的，也就是使祂
从一切假神分别出来；没有尊神为圣，就是使祂成
为凡俗的。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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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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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摩西违犯了神的圣别性情和祂神圣的经纶；他
定罪百姓是背叛的人，其实他才是违背了神的话的
人。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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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使徒保罗是基督的大使，代表神： 
１．新约的执事是经授权得着属天权柄的人，代表
最高的权柄。 
２．保罗运用他使徒的权柄，不是为辖管信徒，乃
是为建造信徒。 
３．保罗在教导上，在从事属灵争战上，在神度量
之尺度内的行动上，并在他为基督对信徒的妒忌上，
运用他使徒职分所含的权柄。 
林后10:13 我们却不要过了度量夸口，只要照度量
的神所分给我们尺度的度量夸口，这度量甚至远达
你们。 
Ｄ．正确代表神的人必须顺服权柄，领悟他在自己
里面没有权柄，并且是在复活里，活在基督复活生
命里的人。                      土 
 
Crucial Point⑴: 学习顺服神和神所设立的权

柄，建立与撒旦相反的见证 
OL1:我们摸到神的权柄，就是摸到神自己。认识权
柄是里面的开启，不是外面的教导。 
OL2:只有神是人直接的权柄；其他一切的权柄都是 
间接的权柄—神设立的代表权柄。唯有我们碰着神
的权柄，我们才能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 

OL3:神不只要我们顺服祂自己，神也要我们顺服祂
一切的代表权柄。 
OL4:神要我们顺服间接的权柄（即代表权柄），而
得到属灵的供应。 

宇宙有两个原则：一是神权柄的原则，一是撒
但背叛的原则。…背叛的人虽能讲道，撒但在那里
笑，因他里头有撒但的原则。事奉的对面就是权柄。
…我们这班事奉神的人，必须要有一次基本的认识。
比方人一次碰着了电，以后就晓得不能随便了。同
样，人若一次碰着神的权柄，给神打倒，以后眼睛
就越过越会明亮。 

谁也不敢说不听主的权柄，但神所配搭之肢体
的权柄也应听从。应知道许多肢体是连在一起的。
… 
有时主直接使用一个肢体，有时主用另一个肢体供 
应另一个肢体。当元首指挥眼睛去看时，全身都接 
受眼睛的看作为他的看见，因眼看见就是全身的看 
见。这个代表的功用，亦即代表的权柄，也就是元 
首的权柄。若其他肢体自以为能看，便是悖逆。我 
们总不能愚昧到一个地步，以为我是全能的。 

青少年・大学生篇 
权柄是神自己，权柄是为了秩序，调和，供应。

因为神是通过召会恢复神的权柄，召会需要率先顺
服神的权柄，建立与撒旦相反的见证。 

在身体中有根据头的权柄和从头来的指示而有
的各肢体的代表权柄。不是身体的全部肢体看，乃
是眼来看。不是身体的全部肢体听，乃是耳朵来听。
不是身体的全部肢体说，乃是口来说。眼，耳朵，
口等的肢体是在头的指示下尽功用，各自有被托付
的功用。他们是代表权柄。全部的肢体必须学习顺
服头，也顺服代表权柄。 

各位学生，请学习顺服父母，学校的老师等代
表权柄。你里面的悖逆的性质，其实不是你自己，
乃是住在你的肉体中的撒旦的性质，罪。因为悖逆
的人是追随撒旦的人，你们要呼求主的名，求主的
怜悯并要拼命祷告“哦主耶稣。撒旦虽然是天使长,
但是因为骄傲成了魔鬼撒旦。主啊，请怜悯我不要
让我成为撒旦的追随者。我和弟兄姊妹一起建立与
魔鬼相反的见证，承认并宣告神拥有所有的权柄。
并且，我也顺服神在学校，家里，召会所立的代表
权柄”。 

 
Crucial Point⑵:撒但原是天使长、 

但由于他的骄傲背叛神的权柄成了魔鬼撒但。 
否认己、对付自己里面的背叛、 
顺服神和代表权柄、凭神得祝福 

OL1: 宇宙中有两个大原则—神的权柄和撒但的背
叛；神和撒但之间所争执的唯一问题，与权柄和背
叛有关。 
OL2:  
撒但原是神所造的天使长，但由于他的骄傲，他高
举自己、干犯神的主宰、背叛神，就成了神的对头，
建立他自己的国。 
OL3: 民数记十二和十六章说到背叛神的代表权柄。 

神在召会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借召会在宇宙
中彰显神的权柄。我们可以从召会的配搭中看见神
的权柄。……神乃是用最大的力量维持祂的权柄，
神的权柄比什么都硬。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实在是
瞎眼）的人总要有一次碰着神的权柄，碰破了才能
顺服下来。……人必须遇见了神的权柄，然后才能



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 
在民数记十六章里有两个背叛：从一至四十节

是首领们的背叛，从四十一至五十节是全会众的背
叛。背叛的灵是会传染的。……〔全会众〕亲眼看
见有火从神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二百五十人，
还是背叛，竟然说是摩西害死他们。摩西、亚伦不
能叫地开口，是神开的。 

摩西不能叫火烧人，是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了
火，施行审判。人的眼睛只看见人。……这样的人
胆量很大，看见审判也不知害怕，因为他没有认识
权柄的知识，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会众攻击摩西、
亚伦时，神的荣光显现，证明权柄是出于神。神出
来施行审判，瘟疫发作，会众死了一万四千七百人。
摩西属灵的感觉非常快，即刻通知亚伦拿香炉，盛
上火，加上香，到会众那里为他们遮罪；他站在死
人与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神能经得起他们在旷野十次的发怨言，神经不
起人来顶撞祂的权柄。有许多罪是神受得住，且是
可原谅的；但一背叛，神就不能容忍，因为背叛是
死亡的原则，是撒但的原则。所以背叛的罪比什么
罪都厉害。每当有人抵挡权柄，神立刻审判，这是
何等严肃的事！ 

青职・大学院生篇 
作为青职、大学院的研究者的你，请认识背叛

是对神权柄的否定，而神决不容忍背叛。神可以不
加追究以色列人民的许多罪，但是关于背叛，完全
不能容忍。神马上就介入对付了背叛。因为背叛是
撒旦的原则，推翻神的权柄，所以比任何罪都厉害。 

你不能背叛你的上司。即使上司的能力有点不
足，那也不能成为你可以背叛的理由。在公司里，
为了获利有必要积极前进，即使上司是消极的人，
不能整合部门积极前进，你也要顺服上司，照着神
给自己的度量积极前进。即使有这样一个看似矛盾
的环境，如果你能应付自己里面的背叛，情况也会
被简化。 

请你总是把自己从背叛来的想法钉在十字架上，
按照公司的方针和上司的方针执行业务。这样你就
会得到神和代表权柄的供应，你的业务会得到祝福。 
祷告：“哦主耶稣，请让我认识到背叛比任何罪都
严重。请你对付我里面的背叛。我不要批判公司和
上司的方针而背叛，而要把自己从背叛来的想法钉
在十字架上。因着我顺服神和代表权柄，请祝福我
的业务。阿门！” 
 
Crucial Point⑶: 亚伦的代表权柄是以复活为根
据。经历复活的基督，有代表权柄。有代表权柄的

人要服从神，必须是神正确的代表 
OL1: 亚伦发芽的杖预表复活的基督，就是发芽、开
花、结果的基督，把生命分赐给人。 
OL2: 基督是宇宙中最大的发芽的杖，将生命分赐给
人；祂总是流出生命来点活人。 
OL3: 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在
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 
OL4: 正确代表神的人必须顺服权柄（太八 8-9），
领悟他在自己里面没有权柄（二八 18，林后十 8，
十三 10），并且是在复活里，活在基督复活生命里
的人（一 9，四 14，民十七 1-10）。 

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杖，
放在会幕内见证的柜前。神说，「我拣选的那人，
他的杖必发芽。」（民 17:5）。杖是一根木头，是

一根树枝，上下都砍断了，上离叶，下离根。曾有
一次它是活的，现在是死了；原来能从树上得汁液，
能开花结果，现在是死了。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
没有根，都是死枯的。神说，若有哪一根能发芽，
那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在这里，就说明复活乃是
神拣选的根据；复活乃是权柄的根据。 

我们身上若有权柄，乃是神的，不是我们的。
……何时我们靠主，何时就看见权柄；何时我们一
有天然，就立刻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没有丝毫的权
柄。一切出于复活的才有权柄，权柄是在复活的上
面，不是在你自己身上。不是任何的杖都摆在神面
前，乃是复活的杖才摆在神面前。并且，复活在发
芽的杖上，不是随便的，乃是完全的复活；不只是
一点复活生命的彰显即了，乃是发了芽、开了花、
结了果，这乃是成熟的复活生命。只有成熟的复活
生命，才能作神代表的权柄。你身上复活的生命越
彰显，你的权柄就越大。 

我们不该以为，保罗这么属灵，必定与我们完
全不同。甚至他也必须学习受主的限制。譬如，保
罗想去罗马，却没有料到他是带着锁链去的。不仅
如此，他告诉罗马的信徒，他想从罗马经过，往西
班牙去（罗十五 24）。保罗从未去到西班牙，而是
带着锁链到了罗马。这锁链就是主的度量、主的约
束。……〔神〕乃是带他去罗马作囚犯。……神是
主宰一切的，任何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都在神的
主宰之下。这意思是说，保罗所受的捆锁和监禁，
都是神主宰的约束。保罗愿意服在神的度量之下。
他不挣扎，也不反抗这约束。 

 在召会的事奉上，我们需要看见神只量给我们
这么多，我们不该过度伸展自己。我们必须知道自
己的限度，自己的属区，而不越过到别人的区域。
像保罗一样，我们该照着我们的尺度行动、行事；
也就是说，只照着神量给我们的度量行动、行事。 

服侍者篇 
代表权柄的根据乃是复活。亚伦有代理权柄，

不是由于亚伦的天然的出生或能力，而是由于复活。 
在各种服侍中，有领导者和副领导者。他们被

立为代表权柄的根据，乃是复活。请你在领导者的
指导下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积极地尽功用。断然，
不可以背叛说“比起这个领导者自己更优秀，自己
应该成为领导”。 

还有当你被安排为领导者的时候，你决不能骄
傲。你一旦骄傲，就会成为撒旦的追随者。因为复
活的原则乃是，“已经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
应该多多的祷告。为着服侍的成员祷告，为着达到
服侍的目标祷告，也为在服侍中不带进天然的人和
野心而祷告。在复活中信靠神的人，带着神的代表
权柄，给服侍的团队分享生命。 

当你在服侍中发挥领导力的时候，你必须正确的
代表神。在神能宽宥不责的事情上，宽宥不责，在
神不能宽宥不责的事情上，应该要严格。让主权涌
流的圣灵，应该让圣灵更加涌流运行，并做工。你
是神的代表权柄，所以你必须要顺服有权柄的神，
正确地代表神。 
祷告：“哦！主耶稣，在各种服侍中，请把我从骄
傲和背叛中拯救出来。活着的已经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请让我能够经历复活的基督并有代表权柄，
为了建造而服侍。还有在服侍中请让我学习正确的
代表神！” 

 



人生的奧秘（２） 我們应取的态度：“看” 
A.约翰1:29下: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B.马太3:16下:看哪，诸天向祂开了，祂就看见神的
灵，彷彿鸽子降下，落在祂身上。―羔羊是要除去
世人的罪，鸽子是要将神带给人作生命。羔羊是为
着救赎，要把堕落的人赎回归给神；鸽子是为着生
命的分赐和施膏，以神的所是涂抹人，将神带进人
里面，也将人带进神里面，并且使信徒在神里面联
结一起。人要有份于神，这二者都是不可少的。（约
1:29注1）。 
C.约翰1:51下: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
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基督这位人子，带着祂的人性，
乃是为这着神的家——伯特利，立在地上通天的梯
子，使天向地开启，且把地联于天。（注2）。 
D.约翰1:46下:你来看！ 
E.约翰1:34:我看见了，就见证这是神的儿子。 
F.马太28:7下:祂已从死人中复活…...看哪，我已
经告诉你们了。 
G.马太28:20下: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
世代的终结。 
H.启1:7下:看哪，祂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祂。 

人的悲惨状况：“争” 
A.争竞与邪恶的情绪有关。（加5:20注2）。 
B.提前6:4:争辩……生出嫉妒、争竞、咒骂人、恶
意的猜疑。 
C.提后2:14:争辩是毫无用处的，只能使听见的人
受灾祸。 
D.雅4:1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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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弗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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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