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基督从祂的成为肉体经过祂的升天到祂的
再来乃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
(民数记结晶读经) 2019/5/20-26
Ⅰ．神给祂百姓一般的引导是借着云彩和两枝银
号，而祂对祂百姓特别的引领是借着约柜；约柜乃
是在升天里钉死与复活之基督的预表：
民 10:33-34 以色列人从耶和华的山往前行，走
了三天的路程；在这三天的路程中，耶和华的约柜
在他们前头往前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
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
Ａ．因此，神子民独一的带领者不是任何人，乃是
钉死与复活的基督。
Ｂ．祂是带领者，在基督徒一生漫长、崎岖的路程
上，领我们到合式的安歇之处。
C．约柜的引领指明基督的引领是信实的，是照着
约的：
１．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要领他们进入
美地。２．至终，神的约放在柜里，所以这柜称为
约柜。３．因此，那领我们进入安息之处的基督，
乃是立约的基督，这基督也是神的信实。
Ⅱ．民十 35～36 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
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
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
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Ａ．民十 35 被引用于诗篇六十八篇 1 节；保罗在
弗四 8～10 将诗篇六十八篇的话，应用于基督的
升天；因此，民十 35 的兴起，是指基督在祂的升
天里升到诸天之上。
Ｂ．本节的兴起，既然是指基督在祂的升天里升到
诸天之上，三十六节摩西所说的“回到”，必是指
基督的再来。
Ｃ．摩西在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的话，描绘出神经纶
的全景，从基督的成为肉体来作约柜，就是三一神
的具体化身，经过祂的升天，到祂的再来。 月
Ⅲ．诗篇六十八篇是民十 35～36 的解释，启示基
督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
民 10:35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
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
面前逃跑。
Ａ．神的行动开始于竖立帐幕同约柜以后；帐幕同
约柜表征基督成为肉体，作神在地上的居所，以祂
自己为神在祂经纶中行动的中心。
诗 8:1 愿神兴起；愿祂的仇敌四散；愿恨祂的人
从祂面前逃跑。
Ｂ．神在帐幕同约柜里，从西乃山经过旷野到锡安
山的行动，预表祂在基督里从成为肉体到升天的
行动。Ｃ．神仍在地上行动，祂正在召会中并借着
召会行动，并且以基督为召会的中心而行动。
Ｄ．神在人里的行动是要使人成为神，使人在生命
和性情上与祂一样，但无分于神格。
火
Ⅳ．诗篇六十八篇启示神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心
（由约柜所预表）的得胜：
Ａ．“愿神兴起；愿祂的仇敌四散；愿恨祂的人从
祂面前逃跑”（诗 68:1）―约柜（基督的预表）
无论往哪里去，总是赢得胜利。
Ｂ．“统兵的君王逃跑了，逃跑了！”（12）―这
些被击败并四散的君王，预表撒但和管辖者，就是
背叛的天使。
Ｃ．
“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11）―
这些以色列妇女表征软弱而宣扬福音的人。

Ｄ．“留守在家的妇女，分得了掠物”（12）―掠
物表征基督所成就、所完成、所达到、所得着的一
切所获，就是祂的死、复活和升天之得胜的收获。
E．“你们虽然躺卧在羊圈之间”（13）―躺卧在
羊圈之间，表征安息于神对祂选民的供备和眷顾中。
F．“像鸽子的翅膀镀了白银，翎毛镀了绿黄色的
金”（13）―这节经文启示掠物有四项：
１．鸽子的翅膀表征那灵行动的能力。
２．银表征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称义，就是白色
——蒙称许的颜色——所指明的。
３．翎毛是鸟翅末端的羽毛，使鸟有力量飞翔并升
腾，表征那灵飞翔并升腾的能力。
４．翎毛所镀绿黄色闪耀的金，表征神的性情闪耀
在神圣的生命和荣耀里。
５．以上四项的内容，乃是基督在祂得胜里所得的
掠物，作神选民的享受；这四项实际上就是三一神
同祂完整、完全、包罗万有之救恩的一切项目。
６．神的选民享受这些项目，作他们在基督里的
分，并将这些作为好信息向别人宣报。
水
Ⅴ．诗篇六十八篇启示基督的升天：
诗 68:18 你已经升上高处，掳掠了那些被掳的；
你在人间，甚至在悖逆的人中间，受了恩赐，叫耶
和华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Ａ．“你已经升上高处”―这是指宇宙的最高处。
Ｂ．“掳掠了那些被掳的”。
１．“那些被掳的” ，指被赎的圣徒，他们在还
未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得救以前，乃是被撤但所
掳并监禁的。２．基督击败撒但并掳掠他的俘虏，
包括我们在内；然后，基督像领着俘虏的将军一
样，在祂升到诸天之上时，将我们领到父面前。
３．扩大本新约圣经（Amplified New Testament）
将弗四 8 里“祂……掳掠了那些被掳的” 译为
“祂……帅领了一列被征服的仇敌”；基督升天时，
有一列被征服，成了战俘的仇敌，庆祝基督的得胜。
弗四 8 所以经上说，“祂既升上高处，就掳掠了
那些被掳的，将恩赐赐给人。”
Ⅵ．诗篇六十八篇启示基督受了恩赐：
Ａ．
“你在人间，甚至在悖逆的人中间，受了恩赐”
(18)―我们已被基督掳掠，被基督呈献给父，然后
被父当作恩赐赐给基督。
Ｂ．基督所接受的恩赐，成了有恩赐的信徒，基督
将他们赐给祂的身体，为着身体的建造。
Ⅶ．诗篇六十八篇启示神居所的建造：
Ａ．
“你在人间，甚至在悖逆的人中间，受了恩赐”
(18)―我们已被基督掳掠，被基督呈献给父，然后
被父当作恩赐赐给基督。弗四 11～12 祂所赐的，
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
些是牧人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
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Ｂ．
“神在祂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可居住，使被囚的出来得亨通”
(诗 68:5-6)―神的居所也是信徒（穷乏、孤独、
受捆绑之人）的居所。
Ｃ．
“神所愿居住的山”(诗 68:16) 乃是锡安山，
就是宇宙的最高处。
木
Ⅷ．“诗篇六十八篇启示在神的家中享受神”：
Ａ．在神的家中享受神，乃是在神居所（召会）的
建造之后。
Ｂ．
“天天加给我们美福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当受颂赞的。细拉”（诗 68:19）―这里的美福

乃是三一神——镀了银的鸽子翅膀，和镀了绿黄 Ⅺ．诗篇六十八篇启示为神得着地：
色闪耀的金的翎毛。
Ａ．对神之享受的影响，是要为神得着全地。
Ｃ．“神是为我们施行拯救的神；人能脱离死亡， Ｂ．地上的列国受嘱咐要赞美神。
是在于主耶和华”―我们享受神作拯救的生命，就 Ｃ．诗人以赞美并颂赞神为结束。
土
脱离死亡。
Crucial Point①:神の地上での行動にあずかる
Ｄ．我们在神的家中，也享受祂的胜过仇敌。
ために、召会生活を尊ぶ
Ⅸ．诗篇六十八篇启示按照神新约的经纶向神的 OL1: 神的行动开始于竖立帐幕同约柜以后；帐幕
赞美：
同约柜表征基督成为肉体，作神在地上的居所，
Ａ．“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 以祂自己为神在祂经纶中行动的中心。
行走，在圣所中行走”（诗 68:24）―“人”指仇 OL2: 神在帐幕同约柜里，从西乃山经过旷野到锡
敌；“行走”指神的活动；“圣所”表征召会。 安山的行动，预表祂在基督里从成为肉体到升天
Ｂ．“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 的行动。
童女中间”（诗 68:25）―“童女”表征信徒。
OL3: 神仍在地上行动，祂正在召会中并借着召会
Ｃ．“你们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颂赞 行动，并且以基督为召会的中心而行动。
耶和华神。在那里，有统管他们的小便雅悯，有犹
神这行动开始于竖立帐幕同约柜（表征基督
大的首领在他们的群众中，有西布伦的首领，有拿 成为肉体，作神在地上的居所，以祂自己为神在
弗他利的首领。你的能力是你神所命定的；神啊， 祂经纶中行动的中心）以后。这就是说，只有当
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诗 68:26-28）。 神确立了帐幕同约柜这条路，使祂在其中能与祂
Ｄ．在神选民向神的赞美中，描绘出一幅预表的景 的子民同在，并且他们在其中能接触祂，且与祂
象，论到神新约的经纶，就是神为着祂的救恩，借 同在时，神才能在地上行动。在旧约里有预表，
着基督完成神的救赎，并用福音美善的话，传布基 但在新约里有基督作帐幕同约柜的实际。……这
督之成就的喜信：
个行动是从西乃山，就是从颁布律法……开始，
１．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小便雅悯”： 经过表征地的旷野，到神的住处锡安山（表征神
ａ．作为苦难之子（便俄尼），便雅悯预表基督在 在诸天里的住处—弗四 8 上）。……今天我们也
祂的成为肉体和地上的人性生活中，是多受痛苦 该因神在地上的行动（从基督的成为肉体到祂的
的人，成就了神永远的救赎，成功祂完满的救恩。 升天）而欢乐。神在地上的行动，乃是在祂的居
ｂ．作为右手之子，便雅悯预表基督在祂的复活、 所里并借着祂的居所；祂的居所是以基督为中心。
得胜和升天里是神右手之子，在诸天之上尽职，执 我们必须清楚这三点：⑴神正在地上行动，⑵神
行神救赎的应用，施行祂的救恩。
的行动是在帐幕里，并同着帐幕，⑶神的行动是
２．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犹大的首领”： 同着作帐幕之中心的基督。诗篇六十八篇是以这
ａ．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犹大的首领”。 种背景写的，恰当地描绘出今天神在地上行动的
ｂ．犹大启示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国度以及在基督 情形。神正在地上行动，祂正在召会中并借着召
里的享受和安息。
会行动，并且以基督为召会的中心而行动。
ｃ．犹大是君王支派，始终由便雅悯这战士支派陪
应用：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同着，为着神在地上的国。
金
神在地上行动。 神的行动与神的帐幕,召会
３．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西布伦的首领”： 同在。而且,帐幕的中心是基督。这样看的话, 你
ａ．西布伦住在海边（加利利），是停船的海口， 应该宝贝召会生活。如果你想要有份于神的行动,
预表基督作为传福音者的“海口”，为着传扬神福 你要停留在召会生活中,紧密跟从召会的行动。不
音的输送和扩展。
能以工作生活和研究生活为理由而牺牲召会生活。
ｂ．五旬节那天，至少有一百二十艘福音“船”
（他 当然, 工作生活和学习生活也不能随便应付。 它
们全是加利利人），从这“海口”出发去扩展福音。 应该是为了见证，被主拔高。但是请操练将召会
４．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拿弗他利的首 生活放在优先地位。 这样你可以有份于神在地上
领”：
的行动并跟从召会。
ａ．拿弗他利预表基督是在复活中从死里得释放
只有在召会生活中才能有份于神在地上的行
的一位，由“被释放的母鹿”所表征，祂出嘉美的 动，看到这个异象, 你应该重新考虑、构建自己的
言语，为着传扬祂的福音。
在职生活。在职生活的定位是 ⑴优先顺序在召会
ｂ．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百姓都是加利利人，基督 生活之后,⑵ 应该为召会的建造被拔高。 这个定
的福音是从他们得着扩展、传扬并推广。
位和你的宗教观念是相反的。 因此, 你需要基于
ｃ．按预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形成一组，为着扩 神的话, 在主面前的祷告中好好地重新考虑你的
展并推广基督为着神的救恩所成就之救赎的喜信。在职生活等。之后，如果定位明确了,请实际地重
Ⅹ．诗篇六十八篇启示从殿扩展为神的城：诗 新构建。 这样, 因为你在召会生活中，经历以基
68:28-29 你的能力是你神所命定的；神啊，求你 督为中心，你就会真正的有份于神在地上的行动。
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在耶路撒冷的殿，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你，爱召会。神的经纶
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和我的宗教观念不同。根据神的经纶，基督和召
Ａ．“神啊，求你坚固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因你 会排名第一。但根据我的宗教观念, 我的在职生
在耶路撒冷的殿”(诗 68:28)―神坚固祂为选民所 活排名第一。 为了更新我魂里的观念, 在我的灵
成全的事以后，在神殿中对神之享受的影响就遍 里，将心思置于灵，就这个神圣的优先排名而祷
及耶路撒冷全城。
告。同时, 请使我为了主的见证，使用我的在职
Ｂ．神的殿表征地方召会，耶路撒冷城表征国度， 生活。这样, 希望我的一生都能有份于神在地上
就是召会的坚固和保护。
的行动。愿神的心愿在地上能通过召会得到实行。”

Crucial Point②:
罗 10:15 若非奉差遣，怎能传道？如经上所记：
把福音带给人，向人说福音嘉美的言语
“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OL1: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西布伦的首领”。 17 可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
西布伦住在海边（加利利），是停船的海口，预表 祷告：
“哦，主耶稣，为着有份于神在地上的行动，
基督作为传福音者的“海口”，为着传扬神福音的 我要把福音带给人，说福音嘉美的言语。我为朋
输送和扩展。
友、邻居、亲戚提名代祷。之后出去传福音。传福
OL2:五旬节那天，至少有一百二十艘福音“船” 音人的脚踪在神的眼中和平安之子的眼中是闪耀
（他们全是加利利人），从这“海口”出发去扩展 的。哈利路亚！感谢主，使我能有份于福音的职
福音。
事。”
OL3:诗篇六十八篇二十七节提到“拿弗他利的首
诗歌
领”。拿弗他利预表基督是在复活中从死里得释放
God
has
called
us for His purpose,
的一位，由“被释放的母鹿”所表征，祂出嘉美的
His
economy
so glorious,
言语，为着传扬祂的福音。
For
which
He
was
fully processed;
OL4: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百姓都是加利利人，基
Consummated now is He!
督的福音是从他们得着扩展、传扬并推广。
As the Spirit, He indwells us;
西布伦住在海边（加利利），是停船的海口，
As our God allotted portion,
预表基督作为传福音者的“海口”，为着传扬神福
Working out His full salvation,
音的输送和扩展。福音得了成就，但需要借着“船”
Making us the same as He is.
(Chorus)
Oh, may a clear, controlling vision of
扩展福音。五旬节那天，至少有一百二十艘福音
the
Lord's
economy direct my heart,
“船”
（他们全是加利利人），从这“海口”出发去
And
burn
in
me
until
my spirit's wholly set afire!
扩展福音。
With
spirit
strong
and
active we'll press on
创世纪四九章 21 节告诉我们，拿弗他利是被
To consummate God's goal—
释放的母鹿，他出嘉美的言语。拿弗他利预表基
New Jerusalem, Hallelujah!
督是在复活中从死里得释放的一位，由“被释放
的母鹿”所表征，祂出嘉美的言语，为着传扬祂
的福音。在复活里，基督来到祂的门徒那里，嘱
咐他们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百姓都是加利利人，基
督的福音是从他们得着扩展、传扬并推广。……
按预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形成一组，为着扩展
并推广基督为着神的救恩所成就之救赎的喜信。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传福音是神在地上行动重要的部分。因此，
你该成为今日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将福音带给
人，并向人说福音嘉美的言语。圣经中启示福音
嘉美的言语可以预防忧郁症和自杀。
约 16：33 我将这些事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
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
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腓４：6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
求，带着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那超
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你
们的心怀意念。
约一 2：14 父老们，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
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人，我刚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
了那恶者。
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
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
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
世界。
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
旨意的，永远长存。
福音开展中得救弟兄的见证：在福音开展的最后，
在神户车站前发单张时，我们的年轻姊妹传福音
给一位 50 岁的男性。因为当时很忙，两天后喜乐
的得救了。他在之后作见证，他从传福音给他的
弟兄姊妹那里看见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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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敬拜父—以父为中心：
擘饼聚会是信徒敬拜的聚会。按着神救恩里
先接受主，后亲近父的程序，我们在这敬拜聚会
中，应当先记念主，后敬拜父。记念主一段，是以
记念主为中心。敬拜父一段，是以敬拜父为中心，
一切的祷告、诗歌或话语，都该是向着父的。
⑴ 太 26:26-30 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就擘开，
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
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他们唱了诗，就出
来往橄榄山去。
主耶稣当日和门徒们擘过饼，唱了诗，就率
领他们往橄榄山去朝见父。这含定了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擘饼记念主之后，应当由主率领我们一
同敬拜父。
⑵ 来 2：1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会
中我要歌颂你。
这里所说的，希伯来书 2:12 是指主在复活之
后，向门徒显现，和他们聚会的时候所作的，就
是将他们看作弟兄，而向他们宣告父的名，并把
他们当作召会，而在他们中间歌颂父。主原是神
的独生子，但借着死而复活，祂重生了我们信祂
的人，使我们成为神的众子，祂就成了神的长子，
带着我们众子，和祂一同进到神面前。祂复活后，
来到门徒们中间，就将父的名宣告给祂这些弟兄，
而以神长子的身分，率领祂的众弟兄，就是神的
众子，一同颂扬父，就是一同敬拜父。根据这事
实，我们在擘饼记念主之后，就要由主率同我们
敬拜父。在这一段聚会里，我们以父为中心，向
父所有的歌颂，都由主在我们里面，带同我们向
父歌颂。
Ⅲ．擘饼的人：
⑴ 太 26:26 耶稣拿起饼来，…递给门徒。
主当日设立擘饼，是将饼和杯递给祂的门徒，
就是信入祂，有了祂生命，属于祂的人。当然只
有这样和主有关系，认识主是他们个人救主的人，
才能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记念主，才能借着主
的饼、主的杯，陈列主的死。
⑵ 徒 2:44-46 信的人…擘饼。
擘饼的人，应该是“信的人”，就是信而蒙了
主的救恩，有了主的生命，属于主的人。必须是
这样信的人，才能，才可以擘饼。所以只有已经
得救，联属于主，且不活在罪中的人，有资格吃
主的饼，喝主的杯，其余的人都不可有分于主的
饼，主的杯。
Ⅳ．擘饼的时候：
⑴ 徒 2:42 他们都…持续擘饼。
在使徒行传 2:42 这里说当初的信徒，都持续
擘饼，就是继续不断地，常常擘饼。这个榜样是
我们该效法的。
⑵ 徒 2:46 他们天天…擘饼。
当初的信徒，对于擘饼，持续到天天都有。那
时他们向主火热，爱主深切，当然要天天擘饼记
念主。这是告诉我们，若是可能，擘饼记念主，越
频，越多，越好。
⑶ 徒 20:7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擘饼。

当初的信徒，起先是天天擘饼，以后渐入常
轨，每周一次，在七日的第一日举行。七日的第
一日就是主日，乃是主复活的日子，也是一周的
开始，象征旧事已过，新生起头。所以在这日擘
饼记念主，是最适宜的。因为我们擘饼，虽是陈
列主的死，却是在复活里记念主。
⑷ 林前 11:20 吃主的晚餐。
擘饼既是吃主的晚餐，最好是在晚间举行。
并且到了晚间，一切的事都作完了，身上的负担
也卸去了，心轻灵爽，适于安心记念主，容易摸
着主同在的感觉。但这不是律法的。如果在晚间
碍难举行，或有不便，也可权宜而行，改在早晨
或日间。
祷告：
“哦，主耶稣！感谢你为我流血、受死、赎
回我。因着你的救赎，赐给我一同与弟兄们有份
于擘饼的特权感谢祢。在一周的新的开始，陈列
主的死，坚定持续的擘饼纪念主，等候主的再来。
”

178 赞美主－对祂的记念
1. 为这筵席我献感谢，饼、杯在此同陈列；
藉此享受你的自己，神圣爱筵何超绝。
这饼是你所舍身体，我们在此同分享；
这杯是你所流宝血，我们在此同饮尝。
（副）
看，这神圣筵席！其上何等表记！
意义深厚，永垂不朽，人知何能及！
2. 藉着你的救赎之死，你将生命来分赐；
你将自己给了我们，要我有分你所是。
藉着分享这饼、这杯，我们陈列你的死；
在此吃喝你的自己，如此记念到永世。
3. 这饼在此也是指明你那奥秘的身体；
藉此与众肢体交通，见证身体的合一。
这杯也是神圣福杯，我们现在所祝福；
藉着你血我们交通，与你所有的圣徒。
4. 你是我们永远的分，在此预尝何有福；
我们等候你的国度，你的显现我催促。
当你显现在你国度，同着得胜的圣徒，
重新享受你的自己，作你心爱的新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