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神渴望所有的子民都是今日的拿细耳人 
(民数记结晶读经) 2019/3/25-31 

Ⅰ．人类中间独一的拿细耳人是主耶稣；因此，拿细
耳人预表基督在祂的人性里绝对为神活着： 
民6:2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
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将自己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
Ａ．主耶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一生一世都吃奶油
（最丰富的恩典）与蜂蜜（最甘甜的爱）；父这最丰
盛的恩典与最甘甜的爱，使祂能拒绝恶的，拣选父旨
意中的善。 
赛7:15 他必吃奶酪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
时候。 
Ｂ．一个人能拣选父的旨意，能有所撇下，能否认己，
或者能拣选困难的事，原因乃是他背后有顶大支持
的能力，就是享受基督作最丰富的恩典与最甘甜的
爱。                            【月】 
Ⅱ．神渴望祂所有的子民都是拿细耳人；作拿细耳
人就是绝对且彻底地成为圣别，分别出来归给神，
就是不为着别的事物，只为着神，只为着神的满足
—耶稣的见证： 
Ａ．禁绝酒和任何与其来源有关的东西，表征禁绝
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 
民6:3-4 他就要远离淡酒和浓酒，也不可喝淡酒或
浓酒作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
或干葡萄。在他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凡葡萄树上
结的，自核至皮所作的物，都不可吃。 
１．拿细耳人是完全从任何属地的享乐中分别出来。
2．我们必须天天享受基督作我们的新酒（神那使人
振奋的生命与令人愉快的爱），好使我们能作奠祭
被浇奠给神，使神满足。            【火】 
Ｂ．不可剃头，表征不可弃绝主的主权，乃要绝对
服从，也要服从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 
林前11:3 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6…女人若以剪
发或剃发为羞愧，就该把自己蒙起来。 
１．“万有也在祂里面得以维系；祂也是召会身体
的头；……使祂可以在万有中居首位”（西一17～
18）。２．“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
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长而长
大”」(西二19)。３．充满基督，就是充满服从，有
服从的灵、地位、气氛和意愿；你若是这样的人，这
对你和你的将来都有很大的祝福。４．在主的作头
之下——甚至被置于某人、某事或某环境之下—
—乃是极大的祝福。 
５．在服从里有能力。                【水】 
Ｃ．不因血亲的死受玷污，而一直分别为圣归神，
表征拿细耳人胜过天然的情感： 
民6:6-7 在他将自己分别出来归耶和华的一切日
子，不可挨近死人。他的父母、兄弟或姊妹死了的
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分别出
来归神的凭据在他头上。 
１．神不要我们用天然的爱来爱人，乃要我们以祂
作我们的爱来爱人。２．保罗与巴拿巴之间的难处，
是由天然生命连同天然的关系引起的。 

３．我们需要使自己分别出来，脱离出于我们天然
人，连同其天然热心、天然情感、天然力量或天然
能力的一切，好使我们凭灵活着，凭灵而行，并凭
那灵事奉，为着神独一的见证，在我们灵里凭那灵
作一切事。 
Ｄ．不可挨近死人，或因身旁有人忽然死了而受
玷污，表征拿细耳人是分别出来，脱离死亡的：
１．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死。２．在召会生活里，
不同种的属灵死亡可能在神子民中间散布，就如
野蛮的死（兽的尸体）、温和的死（牲畜的尸体）
和狡猾的死（爬物的尸体）。 
３．我们要得救脱离死亡，就必须将我们的心思
置于灵，注意我们的灵，顾到我们的灵，并且运
用我们的灵。４．我们要得救脱离死亡，就必须
满了“抗死剂”，就是借着操练灵祷告，被基督这
赐生命的灵所充满。５．我们若因某种意料之外
的死受了玷污，就需要将自己重新分别给主，有
新的奉献，而有新的开始。               【木】 
Ⅲ．在圣经里有两个拿细耳人—撒母耳和参孙—的
对比： 
Ａ．撒母耳是忠信之拿细耳人的积极榜样： 
撒上1:11 她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你
婢女的苦情，记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赐你的婢
女一个男孩，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不用剃刀
剃他的头。2:35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
必照我的心意而行。3:20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
撒母耳被确立为耶和华的申言者。7:15 撒母耳一生
的日子作以色列的士师。 
１．哈拿的祷告乃是回应并说出神的心愿，是人与神
行动的合作，为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ａ．神能推动
哈拿这在生命线上与祂是一的人；只要神能得着这
样一个人，祂在地上就有路。ｂ．哈拿的祷告指明，
神的行动和祂对哈拿之祷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
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完
全奉献给神，接受神作头，以神为丈夫，且对属世
享乐没有兴趣的人。２．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
一的人；撒母耳开始尽职，作为代理的神，代表天
上的神在地上治理祂的百姓。３．在神的命定里，撒
母耳是新的祭司和申言者，他的说话转移时代，不
是借着革命，乃是借着神圣的启示，带进君王职分：
ａ．撒母耳作拿细耳人供职，绝对奉献给神，使神得
以完成祂的经纶，也就是自愿者，顶替了任何正式、
形式的事奉神者。ｂ．撒母耳作尊重神、讨神喜悦的
祭司供职，顶替陈腐、堕落的祭司职分。ｃ．撒母耳
作申言者供职，在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的时候说神的话。ｄ．撒母耳作士师供职，在君王
职分的实际里，顶替老旧、陈腐之祭司职任对百姓
的审断。 
ｅ．撒母耳作祷告的人供职，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
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好叫神对祂选民旨意中的
愿望得以成就。                      【金】 
４．撒母耳是合乎神心的人——神的心复制在他里
面，他是纯洁单一的。 



撒上13:14 但现在你的国必不得继续存立。耶和华
已经为自己寻着一个合乎他心的人，耶和华已经立
他作百姓的领袖，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
的。５．撒母耳不仅行事、生活并工作是照着神，他
的全人和所是也是照着神；他的所是和神的心乃是
一；他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６．神的心思就是撒
母耳的考量，他没有别的意念或考量。７．他完全
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从不想为自己得利。８．他
的心只为着神和神的选民，此外别无所顾；他的心
是神心的返照；他的生活和工作乃是为着完成一切
在神心中的事。９．因着撒母耳无心为他的子孙建
立国度，神就很容易把国度带进来；因此，撒母耳
是转移时代的人。10．虽然撒母耳在他那特别的环
境中，并不容易为神站住，但他顾到神的权益，并
且转移了时代；照着旧约，撒母耳在为着神和神权
益的事上，是与摩西并列的。 
耶15:1 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
前代求，我也不转向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打
发走，叫他们去吧。 
Ｂ．参孙是拿细耳人的消极榜样： 
１．他的出身是由耶和华使者的显现所引进的神
迹。２．参孙在母腹中，就被圣别为拿细耳人。 
３．他长大时，按着神的定命作了一个洁净、纯洁
的人。４．参孙得着神的灵，就是圣别、经纶之灵的
加力。５．参孙是在能力之灵里行动，却不在生命
之灵里行动的例证；他非常有能力，但在他身上我
们看不见任何生命。６．参孙的失败在于不接触神，
并放纵肉体的情欲：ａ．他不是真心寻找配偶；他
接触女人只是要放纵情欲。ｂ．虽然他得着神的加
力，但因着他放纵情欲，就被破坏到极点。 
ｃ．最终，耶和华离开他，他的结局悲惨，因为他不
知道如何约束他肉体的情欲。７．拿细耳人无需神
灵的激动；反之，拿细耳人需要有一颗心，作神心
的返照。                                   【土】 

用语解释： 
拿细耳人：拿细耳人的愿是神特别的规定，以对抗
祭司职任的堕落。当祭司职任变得老旧、陈腐、堕
落时，神就需要人许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
神需要人许愿作拿细耳人祭司。 
不被死玷污：因为在神眼中最可恨的是死，所以拿
细耳人需要与亲人的死者分开。这是表徴我们需要
使自己分别出来，脱离出于我们天然人，连同其天
然热心、天然情感、天然力量或天然能力的一切。
还要远离各种死亡而不是传播它。我们越接触谣言，
批评，和出怨言等消极事物，我们就越死。当你在
聚会中感到死亡时，你需要立即在霊里祷告和抵抗。 

Ⅰ．高品福音 第九課 基督的救赎 
来9:12 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借着祂自
己的血，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便得到了永远的
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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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救赎的办法是借着死：照着圣经，神的公义要求
所有的罪都必须受审判。罪能被公义的审判，惟一
的路是借着死。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说，‘没有流
血，就没有赦罪。’若要神先审判后赦免，必须有
流血；亦即需要死。任何一种不用死的办法，都不
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达到神的标准。 
基督是逾越的羊羔：神救赎工作的最佳描绘，见于
基督成为神逾越的羊羔。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沦落
到埃及这捆绑奴役之地。为着迫使埃及王释放神的
子民以色列人，神要差使者巡行那地，击杀每一家
的长子。 
祂命以色列人杀羊羔，将血涂于房屋的门框上。夜
里神的使者要巡行那地，执行对那地的审判。凡门
框上没有抹血的房屋，那家的长子就要被击杀；但
在血遮盖下的家，就可逃过此劫。圣经说，基督是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在十字架上受死，担当神对罪的审判：当基督钉
在十字架上时，祂是被神弃绝。故此，祂在十字
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
祂是无罪的神子，却为神所弃绝。祂被神审判，
不是为自己的罪，乃是为了全人类的罪。 
基督的血为人说话，并给人平安：圣经说，基督的血
为我们说话，如同律师在法庭为被告辩护一样。借这
血神得平息，因祂公义的要求已得着了满足。当神平
息，我们的良心也就平安了。 
你若看见基督的救赎如何完全满足神，你就与神

有了平安。借着基督的救赎，神已赦免人的罪。神
赦免人的罪，就是忘记人的罪。祂的赦免就是忘记。
神无所不能，但祂却不能记得相信基督救赎之人的
罪。相信基督救赎的人在神眼中是蒙洁净、被称义、
受炼净、得赦免的，并且是无瑕疵、无玷污的。 
詩歌94 赞美主 ― 祂的救赎 （主页上有录音） 
1. 你的救赎何等奇妙，我的恩主耶穌！ 

未见、未闻、也未想到，你竟为我作出！ 
你的身位奥祕、神圣，远超我所能言！ 
你的救赎奇妙、有能，过於我所能讚！ 
(復)哦，你救赎何奇妙！ 

新造故事，何荣耀！ 
    永远丰满有功效！配得我们称道！  

2. 你在十架为我裂破，流出你水和血， 
为將生命分赐与我，並为赎我罪孽。 
你的宝血將我洗净，使我蒙神喜悦； 
你的生命使我重生，叫我与你联结。 

5. 我们在此擘饼记念，看到表记之物， 
心、灵不禁充满感讚，希奇你的救赎！ 
你使我们作你身体，並你居所、配偶， 
我们只有一面感激，一面敬拜、歌謳！。  



Crucial Point①   ：主是一生一世都吃奶油（最丰
富的恩典）与蜂蜜（最甘甜的爱），使祂能拒绝恶

的，拣选善 
OL1:主耶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一生一世都吃奶
油（最丰富的恩典）与蜂蜜（最甘甜的爱）；父这
最丰盛的恩典与最甘甜的爱，使祂能拒绝恶的，
拣选父旨意中的善。 
赛 7:15 他必吃奶酪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
善的时候。 
OL2:一个人能拣选父的旨意，能有所撇下，能否
认己，或者能拣选困难的事，原因乃是他背后有
顶大支持的能力，就是享受基督作最丰富的恩典
与最甘甜的爱。 

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要看见主在外面的生
活，不知有多好，有多完全。但是，我们从四福音
书里不能知道主怎么在外面有那样超人的生活。…
我们从以赛亚七章就可以知道了。…十五节是说祂
一生一世，都是吃奶油与蜂蜜。因为祂一生一世，
都是吃奶油与蜂蜜，所以祂能拣选好的，拒绝不好
的。所以祂能顺服神，求神的荣耀，得神的心。 

我们的主，当十二岁的时候，跟着祂的父母上耶
路撒冷去守节。期满了，他们回去，祂仍在耶路撒
冷，祂的父母并不知道。后来祂的父母回到耶路撒
冷去找祂，过了三天，就遇见祂在殿里。祂母亲对
祂说，“孩子，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看哪，你父亲
和我多么伤心的在找你。”〔路二48〕。 

主在十二岁时，就认识祂的父。祂有天上的
奶油与蜂蜜。祂得着了那最丰盛、最甘甜的，所
以祂是在神的旨意中生活。要是我们，也许要
回答说，你们回拿撒勒去吧，你们去作木匠的
事，去作管家的事吧。我不去，让我在圣殿里。
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祂说，祂作见证，但是祂就
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祂所
以能拣选一个难的，是因神把最丰盛、最甘甜
的滋味给祂尝了。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神的经纶是，神在基督里将祂自己分赐到
人里面，人和人一同被建造，团体地彰显神。
所以，赛 7:15是说明神的经纶重要的经节。
中高生的你，照著主耶稣的榜样，从年轻的时
后开始，一生的每早晨都学习吃作为奶油（最
丰富的恩典）与蜂蜜（最甘甜的爱）的主。吃
基督得餵养，拒绝恶，拣选善。不吃奶油和蜂
蜜，想要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拒绝恶、拣选善也
做不到，而且那也不是神的经纶。 
    拒绝恶是，拒绝「⑴叛逆、⑵骄傲、⑶个
人主义、⑷不想读书、⑸不爱，吃主的召会生
活、⑹不孝敬父母、⑺照着情欲生活、⑻喜欢
谣言和批评等，接触死亡的生活」等。拣选善
是拣选「⑴顺服、⑵谦卑、⑶寻求召会或兄弟
姐妹的益处、⑷努力学习、⑸爱吃主的召会生
活、⑹孝敬父母、⑺把情欲钉在十字架上，顺
从灵的生活、⑻不接触谣言和批评等死亡的生
活」等。拒绝恶、拣选善不是件简单的事，吃
作为奶油和蜂蜜的基督的话，里面就会有力量
涌出来，你就能实行。 

祷告：“哦!主耶稣，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这
一生的每早晨，都要吃奶油和蜂蜜。没有吃的
日子，就没有力量拒绝恶、拣选善，但若吃
主，里面就有力量能够拒绝恶、拣选善，能够
彰显主。这是对我而言的神的经纶。哈利路亞!
赞美主!” 
Crucial Point②：在主的作头之下—甚至被置于某

人、某事或某环境之下—乃是极大的祝福 
OL1:充满基督，就是充满服从，有服从的灵、地
位、气氛和意愿；你若是这样的人，这对你和你
的将来都有很大的祝福。 
OL2:在主的作头之下—甚至被置于某人、某事或
某环境之下—乃是极大的祝福。 
OL3:在服从里有能力。 

堕落的族类是背叛的族类。背叛的性情仍在我们
里面。因此，处在没有代表权柄的情况中，那是很
危险的。这就是神建立人类政府的原因。整个政府
就是代表权柄，代表神的权柄。保罗提到这事，说，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服从，因为没有权柄不
是从神来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抗拒
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设立。”（罗 13:1-2）。教师、
雇主和警官都是代表权柄；地上处处都有代表权柄。 

我们要把代表权柄这事应用到召会中。召会
中有代表权柄么？召会中若没有代表权柄，为什
么有长老？最近有人说，新约中没有代表权柄。
这样的说法若是真实的，那新约为什么告诉我们，
在众召会中有长老？当然，基督是头，权柄是那
灵；但我们在召会中仍需要长老。没有长老，召
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 

拿细耳人的两个特征或两个表记是：第一，不
接触任何属地的享乐；第二，总是保守自己在某种
权柄之下。这些是严肃的事。我们若是愿意绝对为
着神，就必须禁绝属地的享乐，并且不可剃头，就
是说，必须尊重权柄，并且在各方面留在主的主权
之下。 

应用：青職、研究生篇 
弗 4:15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
事上长到祂，就是元首基督里面；6:5 作奴仆的，
要恐惧战兢的，凭心中的单纯，顺从肉身的主人，
如同顺从基督一样。6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
人喜欢的，乃要像基督的奴仆，从心里实行神的旨
意7 用善意服事，好像对主，不像对人。 

你在作元首的主里长大，包括服从元首。为了
长大，该满了服从。而使你在服从上司、教授等代
理权柄的事上可以经历基督，有分神的祝福。在召
会生活中，需要服从召会的长老，责任者和各区的
责任者。 

例如，在公司你该服从你们公司的社长方针
和部门的部长方针。否则，从根本上就是以叛逆的
立场工作。因为那是采取撒旦的立场，你就在神的
审判之下。在你执行业务的时候，为了发挥杠杆的
作用(杠杆的力量)，必须运用公司的力量和部门
的力量(这些力量远比你个人的力量大得多)。为
此，你首先需要服从作上司的部长和公司的社长
的方针，把自己个人的意见钉在十字架上。 
祷告：“哦，主耶稣，为着在主的生命里长大，



我需要服从元首基督。学习更服从主和上司。
这样一来，我就能站在与撒旦的背叛不同的立
场上，受到神极大的祝福。阿门！” 
Crucial Point③:撒母耳和参孙的对比是对
你的鼓励和警告。你应当要将心思置于灵里 
OL1: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的行动和祂对哈拿之祷
告的答应，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
的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完全奉献给神，接受神作
头，以神为丈夫，且对属世享乐没有兴趣的人。 
OL2:撒母耳是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撒母耳
开始尽职，作为代理的神，代表天上的神在地上治
理祂的百姓。OL3:在神的命定里，撒母耳是新的祭
司和申言者，他的说话转移时代，不是借着革命，
乃是借着神圣的启示，带进君王职分。 
OL4:撒母耳是合乎神心的人——神的心复制在他
里面，他是纯洁单一的。OL5:撒母耳作祷告的人供
职，为神的选民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
好叫神对祂选民旨意中的愿望得以成就。 
OL6:参孙的失败在于不接触神，并放纵肉体的情
欲。OL7:最终，耶和华离开他，他的结局悲惨，因
为他不知道如何约束他肉体的情欲。 

就人一面说，撒母耳是出身于他那敬拜神的
父母，特别是出于他那寻求神的母亲及其祷告。在
堕落之以色列的混乱中，以利加拿和哈拿留在神
为着祂永远定旨所命定的生命线上。这条生命线
是要产生基督，给神的子民享受，使神能在地上得
着祂的国，就是召会，作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三一
神的生机体。因着神在哈拿里面的运行，哈拿若不
祷告要有一个儿子，就没有平安。哈拿的祷告乃是
回应并说出神的心愿，是人与神行动的合作，为要
完成神永远的经纶。神能推动哈拿这在生命线上
与祂是一的人。只要神能得着这样一个人，祂在地
上就有路。 

撒上七 2～6 的图画显示一班回转归向神的
百姓，以及一个在地上与神是一的人—撒母耳。
撒母耳开始尽职，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代表天
上的神在地上治理祂的百姓。撒母耳生来是利未
人，由极大的背叛者可拉的一个后裔所生。他以
五种身分供职：⑴是拿细耳人，绝对奉献给神，使
神得以完成祂的经纶，是自愿者，顶替了任何正
式、形式的事奉神者；⑵是祭司，忠信的代表神行
动，甚至为着神在地上的行政，设立并建立君王；
⑶是神所立的申言者，辅助他作为祭司所设立的
君王，说神的话，以顶替老旧祭司职分教导神的
话语；⑷是由神所立的士师，施行神的行政，以顶
替老旧祭司职分审断百姓；⑸是祷告的人，为神的
选民以色列人祷告，使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
与神是一，不落在外邦偶像的网罗里，却享受神，
使神对祂选民旨意中的愿望得以成全。 

应用：想成为得胜者的所有信徒篇 
如果你想成为得胜者，就该接受撒母耳和他

母亲哈拿而来的鼓励，和参孙而来的警告。哈拿
的祷告乃是回应并说出神的心愿。那就是碰着作为
生命的神。撒母耳在他那特别的环境中，并不容易
为神站住，但他顾到神的权益，并且转移了时代。
另一面，参孙他没有接触神作生命。在寻求配偶的

事上，不是纯洁的，而是沉浸在情欲之中。 
提後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
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 
罗8:5 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
的人，思念那灵的事。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
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林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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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着肉体的人，是把心思置于肉体的人。这
样的人实际上听撒旦消极的话，心里被撒旦的话
充满，与神敌对。甚至在彼得看到启示后，他立
即将心思置于肉体，劝主不要钉十字架。主立刻
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面去罢！（太 16:23）。”
这时彼得与撒但联合为一，说了撒但的话。将心
思置于肉体是非常可怕的事。你甚至不应该考虑
将心思置于肉体时所听见撒旦的话。相反的，请
这样祷告。 
“哦，主耶稣，我考虑撒但的话就是接受他的话。
我要彻底的排除并丢弃他的话。我要把从撒旦来
对弟兄姐妹、对召会的消极的感觉丢到垃圾桶”。
应该要这样彻底的祷告并排除。你要一直操练调
和的灵，将心思置于灵里，彻底的排除撒旦的话，
听主的声音，与主交通。 
祷告：“哦，主耶稣，我如果顺从肉体，就会成为
思想肉体，听撒旦话的人。和撒旦成为一。请你
把我从撒旦窃窃私语的欺骗中彻底地拯救出来。
为着这个，我不考虑从撒旦而来所有消极的想法， 
彻底的丢弃。彻底的拯救我脱离一切对基督与召
会反对的所有的感觉。从撒母耳的事例得鼓励，
使我成为推动神的经纶，转移时代的今日的撒母
耳。” 
Hymn (New Song) In this godless age（主页上
有录音） 
In this godless age Lord， 
You need some Samuels 
Burdened with a vision clear of Your 
economy 
Where’s Your ark today?  
And the ones who’d care for You， 
E’en to put themselves aside to 
gain Your heart’s desire? 
Raise up some to meet Your need， 
some Nazarites， 
Prophets， priests， and judges， 
and men of prayer， 
Speaking forth Your word， 
with Your authority， 
A photo of Your heart for Your m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