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按照神的选择所分给众圣徒
的分，作他们神圣的基业，给他们享受 
(民数记结晶读经）2019/9/30-10/6) 

Ⅰ．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由美地所预表；在这美地里
我们一无所缺： 
申8: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
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 
Ａ．基督作为众圣徒所分得的分指业分，如以色列
人分得迦南美地之分，作他们的产业： 
西1:12 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
众圣徒的分； 
１．新约信徒的基业，不是物质的土地，乃是包罗
万有的基督；祂是我们基业的凭质。 
２．祂是众圣徒所分得的分，作了我们神圣的基业，
给我们享受。 
Ｂ．神的心意是要把祂所有的子民带到预表基督作
为目标的美地；在旧约里，神的百姓行走路程，然
后达到目标，但在新约中，我们浸入了基督的信徒
已经在目标里。 
Ｃ．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祂住在
我们的灵里，作我们的享受；照着这灵而行，乃是
新约的中心和关键： 
１．西二6~7启示，基督这美地是丰富的士壤，我们
已在其中生了根，好使我们从这土壤吸收元素而长
大。西2:6-7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
在祂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
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
祂里面行事为人。 
19 不持定元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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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三的经节) 
２．我们若在基督里生根，自然而然就在基督里行
事为人——在基督里生活、行事、行动、为人。 
３．要在基督里深深地扎根，唯一的路乃是接触主，
并且花时间用许多祷告读主的话；我们首先往下长，
然后向上结果。 
４．当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时，我们就会在基督
里被建造起来以活出基督；这样活出基督就产生基
督团体的彰显，就是召会生活。 
５．我们每天早晨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吸取主；十分
钟虽然好，但在一天的起头，最好花半小时享受主；
我们早晨花时间接触主，并且一天当中在灵里，自
然而然就吸取基督这土壤的丰富进到我们里面。 
６．我们必须花时间享受主这包罗一切的土地，使
基督这丰富土壤里的一切元素，都能被吸收到我们
里面，好叫我们在经历中，在祂里面得丰满： 
ａ．我们若要吸取作为土壤之基督的丰富，就需要
有细嫩的新根；不要让自己老化，乃要天天新鲜而
更新。 
ｂ．我们需要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我们
的失败以及我们的软弱，单单花时间吸取主，使我
们在祂里面被建造，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祂
团体的彰显。月火 
Ⅱ．民数记启示预先安排美地的分配，预表按照神
的选择对丰富之基督的分享： 
Ａ．美地被二海（地中海与死海）一河（约但河）
所环绕；这二海一河都表征基督的死。 
Ｂ．这指明对基督的享受与祂的死极有关系；我们
对基督的享受必须是在祂死的范围、境界里。 
腓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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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美地从两边毗邻的水中升起，指明美地是上升、
高举之地；这表征复活并升天的基督，属天的基督，
已经在祂的复活里进到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在祂的
升天里享受祂的丰富。 
西3: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
藏在神里面。 
Ｄ．流便和迦得二支派请求领受神所应许的地，这
并没有错；然而，他们想要照着自己所选择为上好
的来领受这应许，却是不对的： 
１．至终，他们的地是以色列土地中，头一块被东
方来的外邦侵略者夺取之地；凡留在半路，满足于
神一点祝福的人，很容易被仇敌掳去。。 
代上5:26 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的灵，
和亚述王提革拉毗尼色的灵；祂就把流便人、迦得
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迁徙到哈腊、哈博、哈拉
与歌散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 
２．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最好不照着自己的选择行
事，乃要把事情交在主手中，让主照着祂的选择来
作。 
３．流便和迦得所要的地，不必过约但河就可以到
达；没有过约但河，表征没有对付并埋葬旧人；唯
有在我们的旧人被对付并埋葬之后，我们才有地位
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这美地作我们的享受。 
４．流便支派、迦得支派、玛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
是按着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必过约但河就可以到达，
因此实际上不是美地的一部分；这指明就预表说，
那是在基督的死之外。     水木 
５．流便和迦得向耶和华和以色列的责任是由于他
们对所得美地的分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事奉主，需
要学习放下自己的选择，免得在神和祂的子民面前
受责任的束缚。 
民32:1 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
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2 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
3 亚大录、底本、雅谢、宁拉、希实本、以利亚利、
示班、尼波、比稳， 
4 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
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 
5 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你仆
人为业，不要叫我们过约但河。 
6 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
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么？ 
民32:19 我们不和他们在约但河那边一带之地同
受产业，因为给我们的产业是在约但河东边这里。
20 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
着兵器出去打仗， 
21 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但河，
直到祂把仇敌从祂面前赶出去， 
22 那地在耶和华面前被制伏了，然后你们才可以
回来，卸下向耶和华和以色列的责任，这地也必在
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６．照样，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在基督的死之外，
所以与对丰富的基督真正的享受无关；我们若不经
过基督的死，就不能进入祂的复活与升天的范围里，
享受祂作属天、被高举的一位。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周四的经节) 
Ｅ．得到“约但河东之地”，只够得上神属灵的目
标，却不是神荣耀的目标——在祂升天的地位上，



承受在基督里丰盛的基业，就是基督丰盛的荣耀。 
路22:42 父阿，你若愿意，就把这杯从我撤去，然
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诗16:6 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
产业实在美好。 
代上5:26 …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的灵．祂就把
流便人、迦得人、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迁徙到…   金 
Ｆ．流便支派、迦得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只想到自
己，太顾自己的享受，而不顾神的旨意、计划、目
标、国度或见证。 
Ｇ．这指明我们若只顾自己的得救、平安、福分或
财物，而留恋不前，就无法成就神的旨意、计划，
或达到神的目标、国度和见证；我们不该以次好的
取代上好的。 
Ｈ．摩西允许流便和迦得二支派的许诺，对他们说，
他们若是与弟兄们同去打仗，制伏那地，卸下他们
的责任，就能得约但河东之地： 
１．摩西在此是代表神；许多时候神允许这样的许
诺，祂并不勉强我们。 
２．今天在召会中，许多爱主、追求主的人留在“约
但河东”；他们只想留在神的祝福和眷顾之下。 
Ｉ．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支派的拣选使他们的子
孙失去承受迦南地的权利： 
１．这预表我们今天若贪求安逸，只为自己着想，
在追求神的事上停在半路，放弃了权利，我们就不
能恢复这些权利，也无法得到补偿；这是永远的损
失。 
２．反之，我们今天若肯出代价，一直往前进入神
荣耀的目标，以致享受神的丰满，将来必有极为丰
盛且特别的享受。 
腓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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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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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神已命定基督作我们的分，给我们享受，但我
们必须与神所命定的合作，把神和基督之外的一切
东西，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我们必须毁坏我们里面
所有的偶像，不给拜偶像留任何地位；唯有那样，
我们才能对基督有真正的享受，好为着召会作祂的
建造和祂的国。 土 
 
Crucial Point⑴: 包罗万有的基督是由美地所预
表。在美地中生根，行事为人，长大达到建造： 

OL1: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那包罗万有的灵，祂住在
我们的灵里，作我们的享受；照着这灵而行，乃是
新约的中心和关键。 
OL2:歌罗西二章六至七节启示，基督这美地是丰富
的土壤，我们已在其中生了根，好使我们从这土壤
吸收元素而长大。 
西 2:6～7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在
祂里面已经生根，并正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
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祂
里面行事为人。 
OL3:我们若在基督里生根，自然而然就在基督里行
事为人—在基督里生活、行事、行动、为人。 
OL4:要在基督里深深地扎根，唯一的路乃是接触主，
并且花时间用许多祷告读主的话；我们首先往下长， 
然后向上结果。 

OL5:当我们在基督里行事为人时，我们就会在基督
里被建造起来以活出基督；这样活出基督就产生基
督团体的彰显，就是召会生活。 
OL6:我们每天早晨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吸取主；十分
钟虽然好，但在一天的起头，最好花半小时享受主；
我们早晨花时间接触主，并且一天当中在灵里，自
然而然就吸取基督这土壤的丰富进到我们里面。 
OL7:我们必须花时间享受主这包罗一切的土地，使
基督这丰富土壤里的一切元素，都能被吸收到我们
里面，好叫我们在经历中，在祂里面得丰满。 
OL8:我们若要吸取作为土壤之基督的丰富，就需要
有细嫩的新根；不要让自己老化，乃要天天新鲜而
更新。 
OL9:我们需要忘掉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光景、我们
的失败以及我们的软弱，单单花时间吸取主，使我
们在祂里面被建造，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祂
团体的彰显。 

应用：新人篇 
经历基督作美地的实际，有两个重要的事。就

是⑴在这美地丰富的土壤中生根，⑵在作为美地的
基督里行事为人。为了在基督里生根，请每早晨至
少圣别 10 分钟，可以的话 30 分钟，祷读主的话摸
着主，吸入主。因为这样晨晨复兴，可以成为你过
得胜生活的根基，所以是最重要。你需要将其看作
是战略上必须要拼命地拿下的重要据点。。在一天
的生活中，就算有很多重要的事，但是 Crucial 
Point(最重要的点)并没有很多。晨晨复兴是在你
的属灵争战的生活中，战略上最重要的点。你即使
不舒服身体感到疲劳了，不感兴趣，也要呼求主名，
激发自己在主里生根，每早晨实行，1 年实行 365
次。那样的话你会慢慢地在生命中长大。这个长大
会给你的学校生活或在职生活带来许多奇妙的祝福。 

通过实行晨晨复兴，很多新人见证了那奇妙的
果效。 
⑴通过晨晨复兴，养成稍微早点起来的习惯，因为
被供应被拔高，开始可以使用早上的时间来准备工
作上的资格证考试。 
⑵通过实行晨晨复兴，对于主和召会的饥渴大大增
加，开始期待主日聚会了。 
⑶通过实行晨晨复兴，虽然因为忙而不想去祷告聚
会,还是觉得应该要去并与弟兄姊妹一起有香坛的
祷告。  
⑷因为已经习惯了晨晨复兴，由于特别的事而不能
晨兴时心里就急得慌，觉的就算只有自己一人也要
祷读主话。 
⑸因为回中国老家(时差 1 小时)，就想不晨兴而想
照着肉体过安逸享受的生活,但是在灵里有另外的
声音鼓励我要往前。也有弟兄姊妹的鼓励，就让我
下决心回家也要继续晨晨复兴。 
祷告：“哦，主耶穌，我想要在作为美地的你里面
生根，享受美地的丰富而长大。愿每天早晨圣别时
间操练灵祷读主的话，吸收美地的丰富。并且在作
为美地的基督里行事为人。那样的话我在日常生活
中能接受到很多的祝福。为了得到祝福的战略上的
据点是实行晨晨复兴。哈利路亚！” 
 
 
 
 



Crucial Point⑵:将自己的选择钉上十字架，通
过把神的选择当作自己的选择而前进: 

OL1:流便和迦得想要照着自己所选择为上好的来
领受这应许，这是不对的。 
OL2: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最好不照着自己的选择行
事，乃要把事情交在主手中，让主照着祂的选择来
作。 
OL3:流便支派、迦得支派、玛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
是按着他们自己的选择，不必过约但河就可以到达，
因此实际上不是美地的一部分；这指明就预表说，
那是在基督的死之外。 

民数记三十二章说到预先安排美地的分
配。……关于约但河东之地的安排有两面的意义。
在积极一面，流便和迦得二支派看重领受神应许的
产业。然而，在消极一面，他们在达到神的目标以
前，就先有了自己的选择；神终极的目的乃是在约
但河西。三十四章说到美地的境界时，并不包括约
但河东之地。美地上好的部分为二海（地中海与死
海）一河（约但河）所环绕。这二海一河都表征基
督的死。因此，约但河东之地以属灵的预表说，是
在基督死的范围之外，所以是不够好的。这两个半
支派的人是以次好的代替了上好的。许多时候我们
作了自己的选择，就使次好的成为上好的代替品。
这两个半支派有自己的选择，是因他们的牲畜极其
众多，并看那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我们的“牛
群”、“羊群”太多，常会成为试诱而叫我们有自
己的选择，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 

 

两个半支派所得的地，是按着他们自己的选择，
不必过约但河就可以到达。这指明那是在基督的死
之外，因此实际上不是美地的一部分。照样，我们
自己的选择也是在基督的死之外，所以与对丰富的
基督真正的享受无关。我们若不经过基督的死，就
不能进入祂的复活与升天的范围里。这给我们看见
不该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何时有自己的选择，何时
就在基督的死之外，结果就不在祂复活与升天的范
围里，享受祂作属天、被高举的一位。 

青少年・大学生篇 
学生们,请学习经历十字架,不以自己个人的

目标为目标,而是以神的目标为你的目标。流便、迦
得和玛拿西的半支派渡过约旦河象征拒绝将肉体置
于十字架，选择停留在美地的外面。他们选择的地
方是好地方，但是不如美地那么好。 

例如，你的大学升学等，和主和弟兄姊妹交通，
立下了较高的目标。结果成绩顺利地提高了，但是
还没有达到当初的目标。可是，你中途就很满足，
不想比现在更努力，自己就作了轻松的选择，决定
停留在小祝福上。这个决定和流便支派的决定相似。
请学习经历十字架前进。请记住，因为美地的丰富
是极其丰富的，所以你享受美地丰富的结果应该是
满了奇妙的祝福。请不要因为自己被限制的理解而
停留在小祝福上，请经历十字架前进。 
祷告:“哦—主耶稣，请你救我脱离停留在自己选择
的小幸福上。我必须前进。将肉体置于十字架，以
神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我从流便，迦得和玛拿西
半支派的自己选择的失败中学习，警醒，不断经历
十字架，选择前进的道路。阿门!” 
 
Crucial Point⑶:不把基督和召会作为人生的目标、 
如若只贪求安逸、将遭受永远的损失 
OL１: 至终，他们的地是以色列土地中，头一块被
东方来的外邦侵略者夺取之地；凡留在半路，满足
于神一点祝福的人，很容易被仇敌掳去。 
OL2: 流便支派、迦得支派和玛拿西半支派只想到
自己，太顾自己的享受，而不顾神的旨意、计划、
目标、国度或见证。 
OL3: 这指明我们若只顾自己的得救、平安、福分或
财物，而留恋不前，就无法成就神的旨意、计划，
或达到神的目标、国度和见证；我们不该以次好的
取代上好的。 
OL4: 流便、迦得和玛拿西半支派的拣选使他们的
子孙失去承受迦南地的权利。这预表我们今天若贪
求安逸，只为自己着想，在追求神的事上停在半路，
放弃了权利，我们就不能恢复这些权利，也无法得
到补偿；这是永远的损失。 
OL5: 神已命定基督作我们的分，给我们享受，但我
们必须与神所命定的合作，把神和基督之外的一切
东西，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我们必须毁坏我们里面
所有的偶像，不给拜偶像留任何地位；唯有那样，
我们才能对基督有真正的享受，好为着召会作祂的
建造和祂的国。 

在属灵的事上，若照自己的拣选行事是可怕的。
凡是照着我们所选择的，结果都没有益处。我们可
能认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却是最坏的。
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该尽量不照着自己的选择
行事。我们最好把事情交在主手中，让主照着祂的
选择来作。 



照着列王纪和历代志的记载，后来以色列人失
败、荒凉了，先被掳去的乃是住在约但河东之地的
百姓。这启示凡留在半路，满足于神一点祝福的人，
很容易被仇敌掳去。 

今天我们享受基督的原则也是一样。基督已经
赐给我们作我们的分，给我们享受；然而，我们要
得着这分享受，必须履行条件。这条件就是与神所
命定的合作，把神和基督之外的一切东西从我们里
面赶出去。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毁坏我们里面所有
的偶像。偶像就是除神以外霸占我们的东西。学位、
职位、华厦、地位或阶级、美名—这一切都能成为
霸占我们的偶像。我们必须把一切可能在我们里面
的偶像毁坏，不留任何地位给偶像的崇拜。我们不
对付里面的偶像，就无法真正地享受基督。 

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为了你的在职生活或研究生活能蒙祝福，你需

要把基督和召会作为你人生的目标。所以你应该把
它们作为优先顺序 No.1。同时你要把主作为你基督
徒生活的争战的将军，并经历祂作你基督徒生活和
召会生活道路上的指南。 

你断然不可以把住大房子，从别人那里得名声
等作为你的目标。如果你那样做的话，很容易会被
仇敌掳去！将那样的目标作为你人生的目标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享受过极致奢华的所罗门王在传道书中说到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1:2）」
之后，继续在雅歌中说到、「歌中的歌，就是所罗
门的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1:1～2）」这启示出只有爱主这件事不是虚空，
是一件让人满足的事情。 

你若背负十字架前行，就进入美地，享受美地
的丰富，并有分于神经论的目标之基督身体的建造。
这是神永远的经论。有分于神永远的经论，是何等
美妙的事情！ 
祷告：“哦，主耶稣！你是我争战中的将军，人生
道路上的指南。我要把基督和召会作为人生目标。
背负十字架前行，享受美地的丰富，感谢能有分于
神经论的目标之基督身体的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