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编组成军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与神一同争战 
(民数记结晶读经)2019/2/25-3/3 

Ⅰ．说民数记只是论到飘流和一再失败的书，这并
不正确；民数记乃是论到得胜和荣耀的书： 
民 1: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在西乃的
旷野，在会幕中对摩西说， 
2 你们要按以色列人全会众的家族、宗族，照人名
的数目，逐一计算所有男丁的总数。 
3 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
亚伦要按他们的军队数点。 
Ａ．民数记陈明一个荣耀的景象，有纛和旗号，编
组成军，有秩有序；何等荣耀，神在地上不仅有住
处，也有军队。 
民 2:17 随后，会幕要起行，有利未营在诸营中间；
他们怎样安营，就怎样起行，各按本位，各归本纛。 
Ｂ．民数记自始至终是一卷荣耀的书；一开始神编
组军队，末了则记载如何分配这军队所征服之地。 
Ｃ．民数记的图画表明，三一神与祂所拣选的人调
和一起成为一个实体，使神能在地上行动并征服祂
的仇敌，为要重新得着这地，以完成祂永远的定旨。 
                                       【月】 

Ⅱ．民数记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的生活意
义、见证、中心，以及他们行程和争战的领导、道
路与目标： 
Ａ．在民数记基督被启示为神子民生活的意义： 
１．见证的柜是见证的帐幕之中心。 
２．约柜连同帐幕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意义。 
３．我们人生的意义乃是要让神在基督里进到我们
里面，并借着我们得彰显。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
基督里面，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
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
盼望； 
４．我们看见基督在神经纶中的异象时，就开始领
悟基督自己是宇宙的目的，也是我们人生的意义。 
                                       【火】 

Ｂ．作神子民生活之意义的基督，乃是神的见证： 
１．既然约柜预表基督，以色列人生活的意义就是
顾到作神见证的基督。 
２．在旧约里，见证乃指律法： 
ａ．那刻着律法的两块石版称为见证，是放在约柜
里。 
ｂ．因为约柜里放着见证，约柜就称为见证的柜。
ｃ．神的律法乃是神所是的见证，告诉我们神是怎
样的神。 
ｄ．律法是神所是的图画，预表基督是神在祂一切
神圣属性里的具体化身。 
Ｃ．基督是神子民的中心： 
１．这由以色列人在帐幕四围安营的方式所描绘。
２．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该以基督为我们唯一
的中心。 
Ｄ．基督是领导、道路与目标： 
１．基督乃是一直在行动、活动并往前的一位： 
ａ．在祂往前时，祂是我们的领导、我们的道路与
我们的目标。 
太23:10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

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约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ｂ．在召会里，独一的领导乃是基督；祂在祂的道
路上并朝着祂的目标领导着我们；这道路与目标其
实都是祂自己。 
２．腓三12～14指明基督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
标竿；祂是我们向前直跑的目标。 
腓3: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
我的。 
13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
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14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
向上去得的奖赏。 
Ｅ．倘若基督对我们不是这一切，神就无法在地上
取得立场，建立祂的国同祂的家。 
啓1:5 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的首生者、为
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与你们。祂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了； 
6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                     【水】 
Ⅲ．民数记记载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如何组成祭
司军队，与神一同前行，并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与
神一同争战： 
Ａ．军队是为着神子民的争战，使神能在地上取得
立场，建立祂的国同祂的居所。 
出12:51 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
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 
13:18 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旷野通往红海的
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是列队上去的。 

Ｂ．在民数记我们可以看见三件事：军队的编组、
军队的行程与军队的争战： 
１．军队的编组是为着争战，而争战需要军队一直
前行，不可停留在一地。 
２．以色列人总是从一地往前到另一地，得着立场，
使神能得着一班人，为着祂的国和祂的家被建造起
来。 
Ｃ．民数记一至二章启示，以色列人被编组成军是
因为他们被仇敌四面包围： 
１．为着护卫神的见证，这军队是需要的。 
２．以色列人被编组成军，能为着护卫神的见证而
争战： 
ａ．按照民数记的图画，军队是在会幕四围安营，
以护卫帐幕所立于其中的领域及范围。 
ｂ．神看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乃是为祂见证而争战的
军队。 
ｃ．表面看来，以色列人是为他们自己争战；实际
上，他们乃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见证争战，因为他们
中间有见证的帐幕，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 
３．在这个争战中有两种主要的功用：一是与仇敌
争战，一是维持帐幕，这帐幕代表神在宇宙中的见
证。                                   【木】 
Ｄ．在以色列家编组成争战的军队这件事上，我们
看见創世記1:26～28所启示的原则： 
創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
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
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
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
满地面，并制伏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１．神渴望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代表祂从撒但霸占
的手中征服并重新得回这地。 
２．神已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但以色列人必须
从神仇敌霸占的手中夺回这地；他们必须借着争战，
击败众仇敌，而得着这地。 
Ｅ．神的军队战胜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王噩：
１．亚拉得王、亚摩利人的王和巴珊王，是约但河
东的“守门者”，为撒但护卫着迦南地，就是黑暗
的国。 
２．以色列人要进入美地，必须通过这三个王所管
治的境界，与他们争战，毁灭他们，并占领他们的
境界。 
３．这表征召会要享受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就
必须击败这几个王所表征的仇敌并占领他们的境界。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
能，得着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
鬼的诡计，                               【金】 
Ｆ．在旧约的预表里，迦南有两方面： 
１．在积极一面，迦南是丰富之地，预表包罗万有
的基督同祂追测不尽的丰富。 
２．在消极一面，迦南表征撒但国度空中、天上的
部分： 
ａ．撒但是这世界的王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他
的权势和他的使者，这些使者是他的从属，就是那
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黑暗世界的；因此，撒
但有他的国，就是黑暗的权势。 
弗6: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
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天
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ｂ．迦南人预表跟随撒但堕落的天使，背叛的天使，
他们成了撒但国里有能的、执政的和有权势的。 
c．以色列人与迦南人争战，为要据有并享受美地，
预表整个召会，包括所有的肢体，都有分于属灵的
争战，抵挡“诸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使圣
徒能享受基督作包罗万有的地。 
ｄ．召会必须是这一个团体的战士，抵挡撒但空中
的势力，使神的子民更多赢得基督，好建造基督的
身体，建立并开展神的国，使基督能回来承受这地。 
启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
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要作王，直到
永永远远。 
Ｇ．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件事—神的心意是要得
着一班编组成军的人，以基督为他们的生活意义、
见证、中心、领导、道路与目标，并且往前为神争
战，使祂在地上得着立场，并得着一班人建造成为
祂的国和祂的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土】 

 

 

 

Ⅰ．高品福音 第七题 基督是灵(下) 

林前 15:45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后 3:17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
自由。 

借着呼求主名而经历神一切的所是 
当人相信主耶稣，那灵就进到他里面，并活在

他里面。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主耶稣基督与我们
的灵同在。我们无须到天上去找神，也不必到某地
朝圣接触神。现今最神圣的地方，就在我们的灵里。
房子安装了电之后，人所要作的，乃是打开开关。
今天，灵已经‘安装’完成－基督已经完成了一切
的工作，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现今无所不在。当
我们呼求主名，我们的灵就‘打开开关’，我们就能
经历神一切的所是。 

我们可以再用另一个例子，来解释灵的奥秘。
有一年夏天，我从市场上买了一个西瓜。这个西瓜
很大。为了把它带回家，我流了满身大汗。我的目
的是要吃西瓜，消化西瓜。为了这个目的，首先，
我必须先把西瓜切成片。为要更容易吸收西瓜，我
再把西瓜切片压成西瓜汁。大西瓜借着变成西瓜汁，
成了我的享受。神本来在天上；祂可比喻作这个大
的、未切开的西瓜。有一天，祂成为一个人，钉在
十字架上。借着祂的钉死，祂被‘切片’了。但整
个过程并未停在这里；祂死后复活，改变形状，成
为灵的形态。这就像将西瓜切片压成西瓜汁。那灵
如同西瓜的汁液。经过这个过程，神对我们就非常
便利了。今天，我们敬拜的神不是‘未切开’的神；
祂是一位‘经过过程’的神。换言之，祂已经经过
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现今我们不需汗流浃背来
接触祂，因祂对我们已是如此可享，如此便利。 

现今我们可以白白的喝那灵 
约翰福音记载，在一个最大宗教节期的末日，

基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祂这里来喝。
然后基督说，‘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
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七 37～38。）在这里，
那灵被比喻作‘活水的江河’。基督说这话时还没有
活水，因为祂尚未经过死和复活的过程。但祂死而
复活之后，这过程就完成了。那灵的活水现今就在
这里，我们可以白白的畅饮。这活水完全解了我们
里面的干渴。 

诗歌 371 经历基督─作那灵 

1. 哦主，你今乃是那灵，将我点活、赐我生命； 

用你丰富将我供应，何其荣耀、何其神圣！ 

2. 哦主，你今乃是那灵，居住、生活在我灵里； 

你灵藉着我灵行动，二灵相调，化合为一。 
  



Crucial Point①：宇宙的意义是 
召会是团体地把基督大大地彰显出来 

OL１：我们看见基督在神经纶中的异象时，就开始
领悟基督自己是宇宙的目的，也是我们人生的意
义。 
西 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
之物的首生者。 
16 因为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
政的、掌权的，都是在祂里面造的；万有都是借着
祂并为着祂造的； 
17 祂在万有之先，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 
OL2：我们人生的意义乃是要让神在基督里进到我
们里面，并借着我们得彰显。 
西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
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
的盼望。 

我们是按着主耶稣的形像造的，是刚好适合让
祂进到我们里面来穿上我们。这就是宇宙的意义。
宇宙的意义就是神的彰显，哪里有神的彰显，哪里
就有宇宙的意义。神得着彰显的路，不是客观的，
乃是主观的；神乃是要进到人里面，借着人得着彰
显。因此，当初神造人，是按着祂的形像造的。神
这样造人乃是非常特别的。好比我们室内的照明都
是用电灯泡，每个电灯泡都是专为着彰显电而发出
电光。然而，若是电不能通到灯泡里发出光，电灯
泡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要
让神进到我们里头。宇宙的意义，就是在宇宙间有
一班人得着神进到他们里面，作他们的内容。所以，
得救就是从没有人生的意义，蒙神拯救，进到有意
义的生命里。现今我们得救了，我们有了人生的意
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就是有意义的生命。 

在你得救以前，你知道宇宙的目的么？你知道
人生的意义么？当然你不知道这些事。你不知道你
在地上生活的目的，或者你的定命将是什么。宇宙
的目的和你生命的意义都是奥秘。唯有我们领受关
于基督的异象，并且经历神的救恩时，我们才能领
会宇宙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奥秘。 

中高生・大学生篇 

抬头望望你头上的夜空。天文学家估计，在我
们的银河系中有上千亿的星球，在宇宙中有上亿的
银河系。我们所看到的每一颗星，代表宇宙中的一
个太阳系。我们的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有九个行
星，以顺时钟方向绕着太阳旋转。其中一个行星—
地球，以时速六万七千哩之势，在太空中奔驰，而
以三百六十五天绕太阳一周。想到火车的时速是它
的千分之一，还常常误点，这无疑是个惊人的事
实。万有都是借着基督并为着基督造的，万有也在
基督里面得以维系。 

以弗所 1:4说、「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
别、没有瑕疵」。以弗所书是关于召会是基督的身体
的书。在这卷书中，你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拣选。宇
宙的存在是为了基督的身体的召会，而你是其中的
一部分.无限延展的宇宙存在的意义就是人来彰显
神.。因此，整个宇宙，所有的受造之物，是盼望神
的儿女们大大地彰显神。 

罗 8:19 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
众子显示出来。 
21 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
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 

你在学校里彰显基督和召会生活中团体性地把
基督彰显出来，整个受造之物都专切期望着你。召
会团体地彰显基督，是神的经纶，是宇宙的意义，
也是人生的意義。最終，召會會被建造，整个受造
之物將會蒙拯救。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你启示我宇宙的奥秘，人生
的奥秘，神的经纶的奥秘。基督活在我里面。那是
为我在日常生活中经历和彰显基督，和兄弟姐妹一
同建造召会，团体大大地彰显基督。宇宙在专切期
望着我们把基督大大地彰显出来。愿召会背起彰显
基督的责任。在主的名里求。阿门！哈利路亚！” 

事奉和福音―高品福音 
中補 815（日補 809）（英 1293） 

１ 瞧！我是人，我是这个宇宙的意义， 
对，我是人，我是这个宇宙的意义！ 
神造了我，神造了我，身分崇高，身分崇高， 
使我成为这个宇宙中心和意义。 

２ 我有基督─祂乃是我人生的意义！ 
我有基督─祂乃是我人生的意义！ 
这位基督，这位基督，是我一切，是我一切， 
祂乃是我人生内容、实际和意义。 

３ 召会乃是─基督在这地上的彰显！ 
召会乃是─基督在这地上的彰显！ 
这团体人，这团体人，能代表神，能代表神， 
管理、征服全地，使神的计划实现。 

４ 地方召会─才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地方召会─才是真正的团体生活！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生活有路,生活有路， 
借着吃喝同被建造成地方召会。 

５ 当怎么办？应当赶快去告诉别人！ 
当怎么办？应当赶快去告诉别人！ 
使万民作,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主的门徒。 
我们都去把这消息传扬到各地。 

1 O I’m a man—I’m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Yes, I’m a man—I’m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God made me such, I am so much; 

 I’m the center and the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2 Christ lives in me He’s the meaning of my human life; 

 Christ lives in me He’s the meaning of my human life. 

 Yes, He’s in me My all to be; 

 He’s the meaning and reality of my human life. 

3 The church is Christ His expression on the earth today; 

 The church is Christ His expression on the earth today. 

 This corporate man Fulfills God’s plan, 

 That this man may have dominion over all the earth. 

4 The local church—It’s the new and real family life; 

 The local church—It’s the new and real family life. 

 We have the way To live today— 

Eating, drinking Christ we’re built up as the local church. 

5 What shall we do? We should go and tell the world of 

this. 

 What shall we do? We should go and tell the world of 

this. 

 Disciple all— This is our call. 

 Let us go and spread the news abroad to every land. 



Crucial Point②：编组成军，为着神的权益争战 
OL１：民数记一至二章启示，以色列人被编组成军
是因为他们被仇敌四面包围。 
OL2：在这个争战中有两种主要的功用：一是与仇敌
争战，一是维持帐幕，这帐幕代表神在宇宙中的见
证。 
OL3：神渴望得着一个团体的人，代表祂从撒但霸占
的手中征服并重新得回这地，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
要组成祭司军队，与神一同前行，并为着神在地上
的权益与神一同争战神。 
創 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
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
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在以色列家编组成争战的军队这件事上，我们
再次看见创世记一章所启示的原则：神渴望得着一
个团体的人，代表祂从撒但霸占的手中征服并重新
得回这地。神已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但以色列
人必须从神仇敌霸占的手中夺回这地。他们无法轻
易地得着那地，必须寸土必争，击败众仇敌。争战
的目的和目标乃是占有这地。 

民数记中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是我们今天要应
用的。我们要问，如今神的军队在哪里？我们也需
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在军队中？这就是难处的所在。
今天因为没有建造，所以没有军队。召会若没有得
着建造，就没有祭司体系；若没有祭司体系，就没
有军队。 

亚拉得王、亚摩利人的王和巴珊王，是约但河
东的“守门者”，为撒但护卫着迦南地，就是黑暗的
国。以色列人要进入美地，必须通过这三个王所管
治的境界，与他们争战，毁灭他们，并占领他们的
境界。这表征召会要享受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
就必须击败这几个王所表征的仇敌并占领他们的境
界。神拣选并救赎的百姓所战胜的诸王，表征空中
属灵的有能者、执政者和掌权者。今天我们需要与
这些有能者争战并战胜他们。 

神所拣选并救赎的人既是祭司军队，执行圣别
的争战，他们就背负着神的居所、见证的帐幕同见
证的柜。这指明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正在背负
神的见证同神自己。在我们的肩头上，我们不仅担
负着神的居所，也担负着居住者，就是神自己。只
要召会背负着神的见证，召会就是神的居所。实际
上，神的居所就是神的见证。今天，这神的见证，
神的居所，就在我们的肩头上。 

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在日本有“男人如果出去会遇到 7 个敌人”这

样一句谚语。这意味着人一旦离开家到社会里去，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敌人，他们如果不战胜这些敌
人就无法出人头地。这句谚语是告诉在职青年要直
面现实，并且说明在职生活就是一场战斗。 

通过民书记的启示，可以看见我们不仅有 7 个
敌人，还被各种各样的敌人包围。为了对抗他们，
你要编成军队，和神一同征战。神户召会 2019 年的
口号是，“我们要编成军队，与神一同前行，并为着
神在地上的权益与神一同争战。哈利路亚！” 

请你认识到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征战。对于征战
最无法避免的就是被敌人包围。但是，你如今被敌
人所包围，已经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首先你要先

和弟兄姊妹门一同编成军队。补充本诗歌 232 首，
显示出了为着征战的 4 个极好的预备。它们是“神
儿子耶稣的宝血、见证的话、灵、召会”。 

享受基督―得来这地 補 232（中補 243）（英 1287） 
１ 来得这地，神已將这地赐我们； 

平日生活，可满基督丰富。 
来得这地，所需装备，一样不缺─ 
宝血、见证的话、灵与召会。 

 (復)（姊妹）  来得这地，哦，弟兄们哪！ 
神赐这地给我们了。 
刚强去爭战，我们必得胜！ 
来得这地，何等荣耀！  

     （弟兄） 来得这地，哦，姊妹们哪！ 
投身其中，紧紧跟隨； 
祂正在呼召，祂走在前头， 
所需一切祂已赐给！ 

２ 我们有血，基督是无瑕疵的祭， 
祂捨自己，使神完全满意； 
所以我们到神面前，坦然无惧， 
只要我们宝血不断支取。 

３ 我们有话，神话乃是我们食物， 
我们用信调话並说『阿们，』 
在每日中，圣灵再向我们说话， 
祂从里面规律调整我们。 

４ 我们有灵，这灵乃是实际的灵， 
不以我们的感觉作根据。 
內住的灵，教导我们住在祂里，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实际。 

５ 我们还有召会，她是何等宝贝！ 
经歷丰满，圣徒不可或缺！ 
我们同聚必得这包罗万有主， 
祂是我们一切中的一切！ 

例如你的同事中有许多人学历比你高，但是他
们却没有限制加班执行业务。你在这种状况中，被
基督和召会的异象拔高，借着信仰大声宣告“我们
要编成军队，与神一同前行，并为着神在地上的权
益与神一同争战。哈利路亚！” 

没有得救的同事为着自己，在自己的努力下与 7
个敌人战斗。你已经被敌人包围，这样的状况比他
们要更加窘困严峻，你会因此变得不安也是理所当
然的。但是赞美主！你有宝血、见证的话、灵和召
会。首先你绝不能从召会中孤立出来。你为了打败
包围你的敌人。你要在身体里作为军队来征战。然
后认自己的罪，取用神的儿子耶稣的宝血，祷读主
的话，被圣灵充满。如果这样主就会将你从胜利带
向胜利。 

祷告：“哦主耶稣，基督徒的在职生活就是与包围我
们敌人战斗的生活。在这样严肃的情形中，我要借
着信，取用主着 4 个极好的预备，宝血、见证的话、
灵和召会。我要在军队中为着神的权益与神一同争
战，战胜敌人。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