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编组成军以保护神的见证，并为着祂在地上的行动

争战，所需要的长大与成熟 
(民数记結晶读经）2019/8/19-25 

Ⅰ．民数记着重于蒙神救赎、领受启示并经过训练的以
色列人，如何编组成军，以保护神的见证，并为着祂在
地上的行动争战： 
Ａ．神所造的地已经被撒但毁坏，因此神需要得着一班
人，为着祂在地上的行动被编组成军。 
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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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民数记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把祂所救赎的人编组成
军，围绕并保护祂的见证： 
１．在民数记里，特别是在头四章，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安
排编组成军。 
２．以色列人要编组成军，就需要被数点；数点之后以色
列人才能编组成军。 
Ⅱ．为了“能出去打仗”，以色列男子需要至少年满二
十岁；这与长大、成熟有关： 
Ａ．当时以色列人大约有二百万，但二十岁以上能出去
打仗的，只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 
Ｂ．地上信徒虽多，其中只有少数人生命成熟到一个地
步，能为神的见证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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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民数记提到军队服役的年龄，就是二十岁以上；但
这卷书没有提到退役年龄： 
１．神的军队是强壮的，就像迦勒虽已八十多岁，却仍
像四十多岁时一样，在神面前刚强，能争战。 
２．这表征我们必须兼有生命与生命的成熟，才能被神
数点。 
Ｄ．按照民数记，小孩和妇女都没有被数点： 
１．小孩表征幼稚，妇女表征软弱。 
２．只有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能参与争战，这表征在信徒
中，只有生命成熟并刚强的才能从事属灵争战。 
Ｅ．被数点的人需要经过摩西、亚伦及十二支派首领的
认可： 
１．摩西表征基督是身体的头，运用祂的权柄；亚伦表
征基督是大祭司，执行祂的祭司职分；十二支派的首领
表征召会中的长老和领头的人： 
ａ．这指明神子民的数点是根据生命和生命的成熟，
以及属灵权柄的认可。 
ｂ．编组成为神的军队需要生命、成熟和属灵权柄
的认可。 
２．以色列人要被数点，就需要在他们宗族生命的交通
里，也必须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熟，这由二十岁所表征。          
月 
Ⅲ．在主今日的恢复里，急切需要为着编组成为神的军
队所要求的长大与成熟；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
熟： 
Ａ．就属灵一面说，二十岁以上的男丁，表征神的子
民中间灵里刚强并在神圣生命里成熟的人，不论其天
然的身分如何；唯有这些人够资格编组成军，为着神
在地上的权益和行动争战。 
Ｂ．命生命长大乃是神成分的加多，基督身量的增长，圣

灵地位的开展，人成分的减少，天然生命的破碎，魂的
各部分被征服。 
西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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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
爱里生根立基。 
Ｃ．变化是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而成
熟是我们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变化的最后
阶段是成熟，就是生命达到丰满。 
Ｄ．在新约里，“成熟”这辞用于指信徒在神的生
命上长成、成熟并完全： 
１．作为信徒我们需要往前，竭力前进，达到成熟，
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追求对基督完满的享受
并赢得基督，好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有极点的享受。 
２．在属灵生命上成熟的先决条件，就是在神圣生命里
一直长大。 
３．信徒在基督生命里长大成熟的最终结果乃是长成的
人——召会作基督的身体，长成一个成熟的人。 
Ｅ．成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完全成形了；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完全变化成祂的形像： 
１．从我们得重生的时候起，主就一直在我们里面作工，
使我们有祂的形像。 
２．等到主把祂的形像完全作到我们里面，祂也从
我们里面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生命成熟了。             
火 
Ｆ．雅歌三章给我们看见寻求者的成熟，四章解释这样
的成熟是借着意志的降服而达到的： 
１．寻求者成熟的秘诀，就是她的意志已完全降服且复
活了。 
雅4:4 你的颈项好象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
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挡牌。 
２．颈项表征人服在神之下的意志；主看我们意志的降
服，是顶美丽的事。 
３．首先我们的意志必须降服，然后它会在复活里刚强，
好像大卫收藏军器的高楼，为着属灵的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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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我们若有服从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就要显得像
大卫的高楼，收藏各种争战的武器。        水 
Ⅳ．神的儿女要达到二十岁的属灵年龄，就需要经过生
命经历的头三层，并进入第四层： 
Ａ．生命经历的第一层是在基督里，第二层是住在基
督里，第三层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十字架层。 
Ｂ．在第三层，寻求的信徒对付肉体、己和天然的构成
连同天然的力量和才干： 
１．肉体是指堕落之旧人的总和，也就是我们整个堕
落的人： 
ａ．肉体是旧人的活出与彰显。 
ｂ．肉体是无法改变或改进的；因此，我们必须记得
这个事实：肉体是一直与我们在一起的。 
ｃ．肉体是神仇敌的营盘，是仇敌工作最大的基地： 
⑴肉体是我们仇敌中的头一个，在罪、世界和撒但前
面，领先与我们争战。 
⑵神恨恶肉体，就如祂恨恶撒但一样；祂要毁坏肉体，



就如祂要毁坏撒但。 
２．己就是魂生命，重在人的意思，人的主张： 
ａ．在马太十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有三个辞彼此相
关，就是“心思”、“己”和“魂生命”： 
⑴心思是己的发表，己是魂生命的具体表现。 
⑵魂生命具体表现在己里面，并借着己活出来，而己又
借着心思、想法、思想、观念和意见发表出来。 
ｂ．己是撒但的具体化身；己是魂里撒但的素质，使魂
向神独立，发表魂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意志。 
ｃ．己就是那向神宣告独立的魂。 
３．天然的构成是我们肉身和精神能力的集大成： 
腓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
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10 使我认识基督、并
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ａ．天然的力量和才干没有神圣的元素。 
ｂ．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凭自己行事，不照着神的意愿而
行。ｃ．当我们凭天然的才干作工，我们寻求自己的荣
耀，满足自己的愿望。 
ｄ．当我们天然的力量和才干受了十字架的对付，这些
力量和才干就在复活里成为有用的。木 
Ｃ．属灵经历和属灵生命的第四层是最高的一层，就是
基督长成在我们里面——属灵争战层，在此基督在我们
里面长成并成熟了：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
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
起来。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
的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１．在第三层的末了，我们有神的形像彰显神，在第四
层我们有祂的权柄代表祂。 
２．在第四层里生命的经历包括：认识身体，认识升天，
同基督掌权，从事属灵争战，以及满有基督的身量。 
３．我们要认识身体，活在身体里，必须先对付肉体、
己和天然的构成： 
ａ．我们若是还照肉体活着，还活在自己里面，还
凭天然的能力事奉神，就无法认识身体。 
ｂ．唯有当我们的肉体受了对付，己意受了破碎，
天然生命受了击打，那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才使
我们认识身体，并且领悟我们不过是身体的肢体，
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无法独立的。 
４．我们要有属灵的争战并对付神的仇敌，就必须先
对付肉体、己和魂生命： 
ａ．从事属灵争战以对付撒但并为神恢复地，需要我
们全然、绝对为着神，并完全顺从祂： 
⑴我们不能保留自己，或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 
⑵我们对付撒但时，己必须完全被弃绝。 
ｂ．召会必须从事属灵的争战，以带进神的国。                       
金 
Ⅴ．在香坛那里的祷告，带进以色列人的数点，为要
编组成军，为神在地上的权益争战： 
Ａ．在香坛那里祷告的结果，导致主对众召会的众圣
徒作一次“军事人口调查”；凡被数点的人，都有资
格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争战。 
提后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象基督耶稣的精兵。 

Ｂ．在香坛那里所献上的代求，乃是为着信徒的长大成
熟，使军队能以编组： 
弗4:13 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
全认识上的一，达到了长成的人，达到了基督丰满之身
材的度量。 
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
鬼的诡计。 
１．我们越在香坛那里祷告，就越看见成熟的需要是
迫切的，也越为着在生命里长大成熟有急切的祷告。 
２．唯有这样一支军队组成，神才能为着祂的定旨
在地上行动；若没有由成熟之人所组成的军队，神
就无法行动。土 

Crucial Points⑴:主安家在心里 
OL1:在主今日的恢复里，急切需要为着编组成为神的军
队所要求的长大与成熟；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
熟。 
弗3:17 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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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长进的基督徒，当你碰着他的思想时，会感
觉有主的味道；当你碰着他的喜好，甚至他的厌恶时，
也能感觉有主的味道；你看他定规事情，选择事物，
也会感受到主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让主的灵和
主的生命，从他灵里，浸透到他的心思、情感、意志
里。…我们的心向着主是关闭的，主被拘禁在我们灵
里，祂出不来。好像主虽然在我们里面，但祂的周围
都是此路不通；祂在我们里面动弹不得，一点也没有
机会出来。 

心怎样向主开启呢？每当我们要定规一件事，要有
一个主张的时候，我们都该先转向主说，“主啊，我爱
你，我愿意讨你的喜悦。”这样，我们的心志就向主打
开了。这一打开，主就进到我们的心志里。每一次我们
有所爱好，有所愿望时，我们都当在那里停一停，对主
说，“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的喜悦。”这样，我们
的心情向主就开启了，主当然就进到我们的心情里了。
同样的，每一次我们思想一件事时，先把我们的思想停
一停，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要讨你的喜悦。”
这就是我们在心思里，向主开了一个口，主就能从这个
口，进到我们心思里。 

应用:新人篇 
神的经纶是要将基督分赐到你的灵里，重生你的

灵。然后，灵里的基督会扩大到魂的各部分、心思、
情感、意志。最后，基督会扩展到身体。因此，你应
该是操练灵的，将心思、情感和意志向主敞开的人。
为了让主进入到你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中，请你在日
常生活中操练如下简短的祷告。 
心思：“哦，主耶稣，请你进到我思考里。我的心思
向你敞开。请你从我的灵扩展到我的魂里。求你救我
脱离仅仅靠自己思考。主啊，我爱你，我向你的分赐
敞开。阿门！” 
情感：“哦，主耶稣，我爱你。愿我在爱人的时候有
你的同在。我将自己的情感向你敞开，欢迎你进来。
我应该爱你所爱，憎你所憎。请进到我的爱中来。” 



意志：“哦，主耶稣，请对付我顽固的意志，让它变
柔软。顽固的意志不对你敞开，会立刻降伏于撒旦。
为要拣选、实行神的旨意，我将意志向你敞开。” 

Crucial Points⑵:学习服从，长大 
雅 4:4 你的颈项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
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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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1:寻求者成熟的秘诀，就是她的意志已完全降服且复
活了。 
OL2:颈项表征人服在神之下的意志；主看我们意志的降
服，是顶美丽的事。 
OL3:首先我们的意志必须降服，然后它会在复活里刚强，
好像大卫收藏军器的高楼，为着属灵的争战。 
OL4:我们若有服从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就要显得像大卫
的高楼，收藏各种争战的武器。 

首先我们的意志必须降服，然后我们的意志才会
得复活，像大卫的高楼，成为属灵争战用的军器库。一
切属灵争战用的武器，都保存在我们降服且复活的意
志里。我们的意志若从未被主征服，就绝不能像坚固的
军器库，保存所有属灵争战用的武器。这里的武器，大
多数是防卫性的，而非攻击性的。这里不重在出外争战，
乃重在固守抵抗。盾牌和挡牌都是防卫用的，为要站住。
在属灵的争战中，我们不太攻击，我们主要的是防御，
就是站着抵挡仇敌一切邪恶、狡猾的攻击。以弗所六章
所提军装的项目，大多也是防卫性的。我们实在无需争
战，因为主已赢了这场争战。 

我们只需要站住，抵挡仇敌所有的攻击。保护我
们抵挡仇敌火箭的盾牌和挡牌，乃是收藏在高楼里；
这高楼就是寻求主者降服且复活的意志。这是在生命
里真实的成熟。 

未降服的意志，一面是顽梗的，另一面是软弱的。
当仇敌来时，这顽梗、未降服的意志总是无条件地投
降。由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些姊
妹在服从的事上是顽梗的，但她们遇到仇敌的攻击时，
却是第一个投降的。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青少年的每一位，为着长大达到成熟，你要学习

意志完全降服。你所面对的每一个环境，都是神为着
你的益处而安排的。所以神也为你安排了父母、老师
等的代理权柄。为了使你在神的秩序中正确的学习、
蒙祝福，请学习服从代理权柄或在环境中主的引导。 

青春期是成长的阶段，也因为这样是不安定的时
期。所以，有时候你会变得情感、变得叛逆。你从年轻
的时候，在消极一面就要认识叛逆的源头是肉体中的
罪、撒但。在积极一面，要认识在圣灵管制下神的惩治、
教育、破碎是为着你的益处。若服从，你就会成长。因
为撒但知道这个，就会做工，使你变成叛逆的。倚靠主
的恩典和怜悯，从年轻的时候学习服从。 
希 12:9 再者，我们曾有肉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
且敬重他们，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服从祂而
得活着么？ 
10 肉身的父是在短暂的日子里，照自己以为好的管

教我们，惟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使我们有分于祂的圣别。 
11 一切的管教，当时固然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
后来却给那藉此受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义果。 
罗 8:27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是
照着神为圣徒代求。 
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祷告：“哦，主耶稣，我知道我叛逆的思想和情感是从
撒但来的。我的父母和老师等代理权柄是神的安排，为
着我的益处。感谢神。若我不学习服从，就无法长大、
往前。将来，为了成为对神、对人都有用的人，使我学
习服从。求你除去我意志中叛逆的、不服从的东西。带
着降服的意志，为着神，敌对撒但而争战。在主的名里
求。阿们！” 
Crucial Points⑶:对付天然的生命，和活力同伴一

同实行基督身体的生活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
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
起来。6: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在邪恶的
日子能以抵挡，并且作成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OL1:属灵经历和属灵生命的第四层是最高的一层，就
是基督长成在我们里面——属灵争战层，在此基督在
我们里面长成并成熟了。 
OL2:唯有当我们的肉体受了对付，己意受了破碎，天
然生命受了击打，那在我们里面的神圣生命才使我们
认识身体，并且领悟我们不过是身体的肢体，那在我
们里面的生命是无法独立的。 
OL3:我们要有属灵的争战并对付神的仇敌，就必须
先对付肉体、己和魂生命。 
OL4:从事属灵争战以对付撒但并为神恢复地，需要
我们全然、绝对为着神，并完全顺从祂。 

圣经和经历都证明，我们每个人虽是基督的一
个肢体，但我们每个人里面所有的，绝不是肢体的
生命，乃是身体的生命。……所有活在身体上的肢
体，它里面所有的生命，都必是其他的肢体所有的
生命，也就是全个身体里面的生命。……照样，在
基督奥秘的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如果和身体是
联贯的，是有交通的，就他的生命必是身体的生命；
身体的生命，也必是他的生命。他离开众肢体不行，
众肢体离开他也不行。因为他和众肢体里面所有的
生命，都是一个身体的生命，是无法分别，更是无
法分开的。就是这个生命，是把我们众人联起来，
成为基督的身体的，说得更准确、更透彻一点，是
和我们众人调成基督的身体的。 

但这件事，在我们还未把自己身上的难处对付干
净以前，是没法清楚经历到的。我们若是还凭肉体活
着，还活在自己里面，还凭天然的能力事奉神，基督
在我们里面那身体的生命，就没法彰显出来，我们也
就没法认识这身体。人越凭肉体活着，就越不觉得需
要这身体的扶持。人越凭己意而行，就越不觉得需要
召会的托住。人越凭天然事奉，也就越不觉得需要肢
体的配搭。乃是一个人肉体受了对付，己意受了破碎，



天然生命受了击打，然后他里面的生命才给他一个感
觉，叫他觉得，他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在他里
面的生命是没有法子独立的，所以这生命也就要求他，
带着他，去和别的肢体交通，和别的肢体联结。到这
时候，他才开始认识一点身体，也才有资格来摸属灵
的争战。 

应用:青职、研究生篇 
你作为在职或大学院生的天然的能力，自信，个人

主义需要被对付，破碎。那是为了通过你带来神的祝福。
有天然的能力和自信的话，就会信靠自己，而不信靠基
督和召会。这样的话当然也不能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神
祝福。 

还有，只有对付了天然的生命，才能认识身体，
认识自己是身体的一个肢体，不依靠身体就会死了。
并且这个身体从事属灵争战。没有人能单独和撒但争
战。因此，是这样的顺序：⑴每天，在召会生活中
享受主，服事主。⑵天然的生命被破碎。⑶认识
里面的生命是身体的生命，自己只不过是身体上
的肢体。⑷在身体里为神与撒但争战。⑸为神恢
复这地，预备基督的再来。 

在工作生活上，你需要依靠活力同伴，敞开交通，
请求代祷。即使他们不知道工作上的细节，但是需要
大致说明问题的大纲和论点，请他们代祷。这样的交
通不在一般的聚会，而是在家聚会或者一对一的交通
中进行。 

但是，如果你天然的能力不被对付，你就不能向活
力同伴敞开。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是从身体离开的肢
体，所以通过身体有份于神的丰富的祝福是不可能的。
希望你能看见身体的异象，对付天然的生命，过身体的
生活，神的祝福就会借着在你的工作生活和研究生活中，
祝福你。 

比如在公司老板和同事是为了你属灵的益处神
所安排的。但是，因为你天然的生命没有被对付，所
以不服从于神，怨恨神。你虽然不知道什么对你是最
好的，但是神知道。为了将自己交托给神，服从于神，
实行基督的身体，依靠活力同伴，背起十字架，对付
天然的生命往前的话，你就能看见神大大的祝福。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你。使基督的身体不只成
为口号，我天然的力量，能力和自信必须完全被对付。
像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那样，不否认天然的生命的
话，就无法有份于来自身体的祝福。并且，身体如果
能在实行上显现出的话，有属灵的争战，将撒但赶到
角落，被羞辱，地就可以为神而被恢复。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