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祭司和利未人为着神行动的事奉
(民数记结晶读经) 2019/3/11-17

Ⅰ．民数记是一卷事奉的书，三至四章论到圣别的事
奉：民3:6-7 你使利未支派近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
前服事他。 他们要在会幕前，守所吩咐亚伦和全会众
的，办理帐幕的事。Ａ．在民数记里有召会事奉的完
全预表；民数记里的事奉是召会事奉的图画。Ｂ．事
奉是圣别的，因为这事奉照管神见证的帐幕。Ｃ．圣
别事奉的基本原则是：事奉乃是基于生命，因此没有
混乱；在圣别的事奉里，每件事都在神圣的行政之下，
因此很有秩序。
Ⅱ．圣别的事奉是由祭司和利未人执行的：Ａ．祭司
是直接事奉神的受膏者：１．祭司要在帐幕前面，
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他们看守会幕的入口，任
何人要事奉神，都必须先通过祭司。２．祭司要看
守圣所，指帐幕，包括圣所和至圣所：ａ．“看守”
一辞指责任。ｂ．祭司看守圣所，意思就是对整个
圣所以及与圣所有关的一切负责任。
【月】
Ｂ．利未人不是直接作祭司的，他们是祭司职任中
服事的人：１．在祭司职任，就是在祭司的服事中，
有许多事务都需要利未人的服事。２．利未人的服事
乃是照管会幕，就是预表基督与召会之见证的帐幕：
ａ．利未人在照管帐幕及其内的物件时，并不是直接事
奉神；他们乃是服事祭司职任和祭司，而祭司是直接事
奉神的人。ｂ．祭司要看守圣所和坛，而利未人是在祭
司以下服事，照管圣所和坛。
Ｃ．见证的帐幕及其一切物件和祭坛，由祭司所
服事，预表基督各面的丰富，由新约信徒服事给
人： 弗 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
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
福音传给外邦人，１．祭坛表征十字架，指基督
的救赎；帐幕指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借着祂，
神住在人中间，人也能进入神里面，享受祂一切
的所是。２．祭司和利未人的服事总是用基督的
丰富供应人：ａ．服事就是事奉，事奉就是借服
事供应人。林后 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
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
为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ｂ．新约的信
徒乃是将基督的十字架服事给人，使人得着救
赎；并将基督的丰富服事给人，使人得着生命的
供应。
【火】
Ⅲ．民数记所描绘圣别的事奉，不是为着不活动的基
督，乃是为着极其活跃的基督；在祂的活动或行动
中，我们必须与祂相配：Ａ．祭司与利未人在帐幕出
发（往前行）时有明确的职责：１．祭司要指派利未
人所当办的：ａ．利未人的事奉不是照着自己的作

法，乃是在受膏祭司的指引之下。ｂ．这指明我们作
为事奉神的新约祭司，不该照着自己的观念行动，乃
该在受膏眼光的指引之下，就是在那膏我们之灵的指
引之下。２．祭司照管主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而
哥辖人（利未人）照管一些次要的东西：ａ．照管圣
所的物件就是照管主要的东西。ｂ．祭司照管约
柜；这是直接照管基督并供应基督。ｃ．哥辖人抬
圣所的物件；今天这样作，就是对人说到召会作基
督的扩大。
Ｂ．我们要看见基督如何在地上行动，就应当看帐幕的行
动：
1．
帐幕是在利未三个儿子后裔的肩头上行动。
2．
主乃
是借着我们背负约柜，圣所的物件和会幕而行动。
Ｃ．神新约经纶的原则，就是神需要人在祂地上的行动
上与祂配合：１．没有人，神就不能作什么；在神新约
的经纶里，神没有人就不作什么。２．神必须有人与祂
配合，与祂是一，与祂配搭；这是神新约经纶的基本原
则。３．今天基督正在全地行动，并且祂是同那些与祂
是一的人在行动：约15:16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
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
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
向父求什么，祂就赐给你们。徒1:8 但圣灵降同在你们
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ａ．我们是今日
的革顺人，哥辖人和米拉利的子孙。ｂ．为神的扩大作
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乃是借着那些爱祂的人而行动。
【水】
Ⅳ．在旧约，祭司和利未人是有区别的，但在新约里只
有一班人，就是祭司：彼前 2:5 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
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
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9 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
君尊的祭司体系，
是圣别的国度，
是买来作产业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Ａ．
祭司除了在帐幕出发时执行自己的职责之外，也要指
派利未人所当办的。
Ｂ．利未人在旧约的预表里所作的，作为新约祭司的信
徒也该在实际里作：１．利未人的服事是在祭司的监督
之下，这指明当新约祭司在作外面利未人的工作时，必
须在新约祭司职任内在，属灵眼光的监督之下。２．利
未人的服事绝不该与祭司的眼光分开；外面的服事必须
成为供应生命给人的属灵活动。３．我们需要学习在祭
司职任内里的眼光下作外面的事。４．当我们照管外面
实际的事务时，我们该将生命供应给人；我们若这样作，
我们的利未人事奉就是在祭司职任的眼光与监督之下。
Ｃ．一个人事奉神的时候，要有祭司的工作，也要有利
未人的工作：１．一面，我们有分于属灵的事奉；另一
面，我们也顾到实际的事务。
【木】

圣别，可蒙悦纳。⑵利未人的服事(事务上的服事)
是在祭司的监督之下，这指明当新约祭司在作外
面利未人的工作时，必须在新约祭司职任内在，
属灵眼光的监督之下。
D．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安营与祭司和利未人部署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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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各种事奉之先，我们必须像祭司一样在主
面前事奉祂；所有的事奉都必须是祭司性的。
Ⅴ．民数记四章三，二十三，三十，三十五，三十九
和四十三节的“事奉”一辞，原文是“争战”，指服
兵役：
Ａ．祭司与利未人圣别的事奉乃是争战。
Ｂ．今天我们既是神福音的祭司，就该看自己是
战士：１．我们传讲，教导，造就别人，并建造基
督的身体，就是在争战。２．新约的祭司是战士，
我们祭司的事奉乃是争战。
Ｃ．我们为神所作一切属灵的工作，不论是用何方
式，只要摸着属灵范围的事，性质都是争战：
Ⅱコリント10:4-5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
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
垒，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
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它顺从基督。
【金】
１．传福音，造就圣徒，治理召会和祷告，都是一
种争战。
２．我们的眼睛若是被主开启，就要看见，我们
事奉主的工作，其性质都是争战的。
Ⅵ．有赏赐或报酬赐给作祭司的亚伦和他的子孙，
以及服事的利未人：
Ａ．除了基督之外，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别的分；基督是
他们的家，产业，地土，衣服，食物和一切。Ｂ．如今
在新约里，利未人的事奉与祭司的职任合而为一：
１．祭司与祭司的仆人没有分别；在基督里的信徒既是
祭司，又是事奉的利未人。２．我们祭司和利未人事奉
的唯一赏赐，唯一报酬，乃是基督。
提后 4:8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
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
我，也赏赐凡爱祂显现的人。
【土】
用语解释：
(因为本周整体长，所以没有「高品的福音」)
A．祭司的事奉：
⑴祭司是直接事奉神的受膏者。我们在召会的所
有事奉上，首先需要祷告，借着圣灵被膏油涂抹。
⑵祭司看守圣所，意思就是对整个圣所以及与圣
所有关的一切负责任。我们在召会建造所需要的
全部的事奉上有责任，需要殷勤地服事。
⑶祭司的任务，是在帐幕中的圣所和至圣所里事
奉神。祭司的事奉的意义，是向神敞开，让神进
来，在生命的涌流里与他人同被建造，摸着神，
被神充满，将神供应给他人。
B．利未人的事奉：
⑴利未人在照管帐幕及其内的物件时，并不是直
接事奉神，他们乃是服事祭司职任和祭司。
⑵哥辖人抬圣所的物件（革顺人和米拉利人是抬
帐幕和祭坛的各部分）
；今天这样作，就是对人说
到召会作基督的扩大。
C．新约的祭司职分：⑴在新约，我们每个人都是
祭司。新约的祭司包含旧约的祭司事奉和利未的
事奉。罗 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
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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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幕由外院，圣所和至圣所组成。⑴祭坛是十
字架的基督的经历。首先，我们必须认自己的罪，
运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将自己奉献给神，继续
进入基督每一方面的丰富享受里。⑵洗濯盆的洗
涤表征话中之水的洗涤，当我们祷读主的话时，
话中之水就洗去我们的天然，伤口和老旧。⑶之
后，进入圣所，吃陈设饼桌子上的饼，被喂养。主
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每天都需要吃主
的话。⑷灯台光照你的内里。虽然我们经历过外
院的十字架，但通过经历基督，更细的被光照内
里的黑暗。这种生命的光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
⑸之后，来到至圣所前的香坛，带着作为香的基
督的功绩（在十字架上对付了罪，释放生命，毁
灭撒旦，在复活里成为神的长子，重生神的众子，
成为赐生命的灵等）向神献上祷告。在这里的祷
告，是为了促进神经纶的祷告。⑹最后，当你进
入至圣所时，那里有约柜，作为神的见证的基督。
至圣所乃是最神圣的地方，是神的住处。旧约的
时代，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进入至圣所，遇见神。
可是，在新约，每天都可以回到作为至圣所的自
己的灵里，遇见神，摸着神，听神的话。祭司在在
帐幕的这些六个点服事乃是说，他们经历基督的
丰富，供应以色列子民基督的丰富，建造新耶路
撒冷。

Crucial Point①:新约勤奋的福音祭司
OL1：在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新约的祭司是，
包括旧约的祭司事奉和利未人的事奉两种。我们在服
事上应该要殷勤。羅 15:16 作神福音勤奋的祭司。
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OL2：祭司的事奉是，在帐幕中的圣所和至圣所里服
事神。祭司是自己向神敞开，让神进到里面，在生
命的流中与人建造在一起，摸着神，被神充满，把
神供应给人的人。
OL3：哥辖人抬圣所的物件（革顺人和米拉利抬帐幕
和祭坛的各部分）。这是说到今天作为基督的扩大
的召会所说的。
在民数记里有召会事奉的完全预表。我盼望主开启
我们的眼睛，看见比较来说，在召会的事奉上，我们
多少有点松懈。
关于属灵的原则，
我们不是那么严谨，
严格，正确。我们不知不觉地犯错，可能是我们失去
神许多祝福的原因。
在事奉神的事上，
我们不该松懈，
乃该严谨。我们众人，尤其是青年人，需要学习关于
事奉神的属灵规则和属灵条例。
利未人是在祭司以下服事，照管圣所和坛。例如，当
以色列人奉命移动的时候，利未人就收拾并扛抬帐幕
及其器具。当百姓抵达某处，利未人就立起帐幕以及与
帐幕有关的一切。
见证的帐幕及其一切物件和祭坛，由祭司所服事，
预表基督各面的丰富，由新约信徒服事给人。帐幕是
帐棚；位于外院的祭坛，是献祭牲给神的地方。祭坛
指基督的救赎；
帐幕指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
借着祂，
神住在人中间，人也能进入神里面，享受祂一切的所
是。
今天基督正在全地行动。
“圣灵降同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
”
（徒 1:8）
。所有
的传福音者实际上都是基督的见证人。
为神的扩大作神具体化身的基督，乃是借着那些
爱祂的人而行动。我们若不行动，祂就无法行动，
反而叫祂在我们里面受到束缚甚至监禁。我们若不
行动，我们对主就成了监牢。
中 高 生 /大 学 生 篇
热切地服事主：首先，你作为得救的人（包括得救前的
小学五年级生）
，应该热心地服事主。事奉是有将基督
供应给人的祭司的事奉和像利未人服事的事务的事奉。
你作为新约福音的祭司，两种都要作。你不要说“自己
还年轻，所以不需要事奉”
。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开始学
习热心地服事主。
祭司的事奉：在学校学习中，你应该借着经历基督作智
慧，忍耐力，行动力，理解力，专注力等，来向朋友传
这些对基督的经历和相关的经节作为福音。在做这件事

之前，重要的是用 LINE 等的祷告群组，为朋友祷告，
被膏油涂抹。
利未人的事奉：你也要积极参与利未人的事奉，早一点
来聚会，排椅子，打扫，做单张，把单张放到椅子上，
准备饭食。当你实行利未人的事奉时，应该要有接下来
的祷告，
“哦，主耶稣，我在椅子上放今天的单张椅
子，放的时候，要小心整齐地放，盼望坐在这个位子
上的人，可以丰富地经历主。利未人的事奉也是供应
人生命的属灵活动。
”
跟随行动的基督，召会必须行动：你成为新约勤奋
的福音祭司，旧约的祭司事奉和利未事奉，两种都
要作，要跟随基督的行动。例如，你需要为福音有
很多的祷告。但祷告之后，你需要出去传福音。主
正在全地忙碌的动，但你若不被圣灵充满，与主成
为一，出去传福音的话，主就没办法行动。以色列
的子民，是以会移动的建筑物帐幕为中心而动，经
常移动，所以利未人应该是非常忙碌的。神户召会
是一个月有一周的传福音。你也要抓住机会，参加
这些福音行动。
祷告：
“哦，主耶稣！谢谢祢使我成为新约勤奋的祭司。
基督正在全地奋力的活动。为着跟随基督，劳苦，行动，
争战，需要祭司职份和利未人的殷勤的事奉。为着这个，
首先我要在祢的同在中，花时间与祢交通。被基督充满，
用流出基督的方法来进行所有的事奉。求祢祝福召会生
活里实行的传福音，1 对 1 牧养，建造新耶路撒冷。
”
Crucial Point②：福音是属灵的爭战。为了爭战，首
先在花时间在主的同在中，与主有个人的，情深的交
通，听主的声音，被主充满。
OL1：利未人的服事是在祭司的监督之下，这指明当
新约祭司在作外面利未人的工作时，必须在新约祭
司职任内在，属灵眼光的监督之下。
OL2：祭司与利未人圣别的事奉乃是争战。今天我们
既是神福音的祭司，就该看自己是战士。
OL3：我们传讲，教导，造就别人，并建造基督的身体，
就是在争战。
新约的祭司是战士，我们祭司的事奉乃是争
战。
军队必须是祭司性的，使徒必须是祭司性的，长老，
执事也必须是祭司性的，作弟兄，作姊妹也必须是祭
司性的，并且作丈夫，妻子，父母，儿女都必须是祭
司性的。这就是说，在服事主的事上，我们必须首先
向主敞开，花时间在祂面前，让祂来充满，浸透，甚
至将我们吞没了，使我们与祂完全成为一。如此，祂
就成了我们的内容，我们也成了祂的表现。无论是争
战，传福音，用话语教导人，或长老，执事的事奉，
祂就都能借我们说话，从我们里面有所发表。不管我
们是什么，都能成为一个通道，让主流出去。我们生
活的方式，我们工作事奉的路，都必须如此。

我並非单独的来爱你，主，乃是与眾圣作你新妇；
民四 3，三十五节，三十九节，四十三节的“事奉”
快来罢，我们爱已经久等，主耶穌，愿意你得满足。
一辞，原文是“争战”
，指服兵役。因此，甚至祭司与利
169 赞美主―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英 208)
未人圣别的事奉也是争战。今天我们既是神福音的祭司， 1. 耶穌，耶穌，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
就该看自己是战士。我们传讲，教导，造就别人，并建
求原谅我，將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
(復) 耶穌，耶穌，最爱救主，
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争战。新约的祭司是战士，我们
无人无物与你比擬，
祭司的事奉乃是争战。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
今天地上既是神和撒但两个国在交战，就我们为神所
我爱，…爱你，…你，…主。
作一切属灵的工作，不论是用何方式，只要摸着灵界的 2. 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奇乐；
你爱有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
事，性质都是争战。比方传福音，主在徒二六 18 说，
3. 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倚靠，食粮，
乃是叫人“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但权下转
我心『羡慕，
』我身医药，我魂永远力量。
向神”
。这就给我们看见，传福音不只是叫人眼睛得开， 4. 烧，烧，哦爱，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
直至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
不只是叫人脱离黑暗，并且是叫人脱离撒但的权势。西
5.
暗中之光，忧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
一 13 也说，
“祂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
耶穌，你是我爱，我歌，有谁知你价值！
入祂爱子的国里。
”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脱离撒但的 6. 这爱將受甚么限制？要到那里停止？
权势，也就是脱离撒但的国；而迁入神爱子的国，也就
进，进，我主，甘甜价值，今日远胜昨日。
是迁入神的国里。所以传福音，完全是属灵的争战，为 643 Encouragement - For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JP 477)
要把撒但的权势从人身上赶出去，而带进神的国 1. Take time to behold Him, Speak oft with Thy Lord,
Abide in Him always, And feed on His Word.
来。……等到一个人得救了，第一他信了主的名，第二
Wait thou in His presence, Submissive and meek,
他求告主的名，第三他也归于主的名，属于主的名。从
Forgetting in nothing His blessing to seek.
此他就脱离了撒但的权势，而归于主的名下。
2. Take time to behold Him, The world rushes on;
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Spend much time in secret With Jesus alone.
在福音争战开始前，必须加强与主有个人的，情深的，亲
By looking to Jesus Like Him thou shalt be;
密的交通：从 3 月 28 日(四)下午开始到 4 月 28 日(主
Thy friends, in thy conduct, His likeness shall see.
日)的一个月里，开展了校园福音（神户大，松阴大，甲
3. Take time to behold Him, Let Him be thy guide;
南大，神户国际大等）
。在 3 月的福音活动的准备期间，
And run not before Him Whatever betide;
首先要对主敞开，被主摸着，被主充满。为此你要在主
In joy or in sorrow Still follow thy Lord,
的同在中与主有个人的，情深的亲密的交通。祭司是向
And, looking to Jesus, Still trust in His Word.
主敞开，被主充满，流出主的人，首先要进入主的同在 4. Take time to behold Him, Be calm in thy soul,
中，需要有与主亲密的交通。为了 4 月为期 1 个月的
Each thought and each temper Beneath His control.
福音开展，从 3 月 4 日都 24 日的 3 周时间里，请
Thus led by His Spirit To fountains of love,
Thou then shalt be fitted His mercy to prove.
“加強与主有亲密交通”
。
一件美事
祷告：
“哦主耶稣，你是我亲爱的的未婚夫。我爱你。
我在灵里观看着你的脸。与你有亲密且情深的交通。
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
我敞开我的心，享受与你亲密的交谈。请对我说即时
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
的话。请将你自己注入到我里面。这样与主的交通是
都曾枉费在主耶穌身上。
我们为福音爭战所作的正确的准备。阿门！
”
(副)对这些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
補 305（中補 305）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
祂是全然可爱，配得我们献上一切，我们浇在主身
1. 主耶穌，你美丽夺了我心，我全心向你完全敞开；
释放我，脱离宗教的义务，只让我永远享你同在。 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
当我在此注视你的荣耀，我的心充满了你荣耀；
马太 26：12 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安葬我作的。
浸透我，主，我今恳切求祷，以你灵与我灵永相调。 13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扬这
2. 光照者─我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
圣別者，以神的火焰烧我，直等我因你灼灼发亮！ 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为对她的记念。
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 26:8 门徒看见，就恼怒说，何必这样枉费？
FN｢枉费｣：门徒认为马利亚向主爱的奉献是枉费。
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讚，品嚐你名里一切肥甘。
3. 宝贝主，我將真哪噠香膏，为你爱，欣然打破倾倒， 已过二十世纪以来，千千万万宝贵的性命，心爱的
我的主，我前来膏你的头，看哪，主，为你我献上 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途，都曾“枉费”
好。
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祂是全然可爱，
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著你，我深处就满足。
为著你，贵重油我早豫备，要將爱从心深处倒出。 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浇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费，
4. 良人哪，快来到香草山上，我切慕与你早面对面。 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
主，请喝我心所流出之泉，我巴望永远在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