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摩西愿意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  

(民数记结晶读经）2019/10/14-20  
Ⅰ．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 
来1:1-2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申言者，多分多方向
列祖说话，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话；
神已立祂作承受万有者，也曾借着祂造了宇宙。 
Ａ．神是个奥秘，但这奥秘借着神的说话，已经启
示出来了： 
１．若非神说话，就永远没有人能认识祂。 
２．我们的神是启示出来的神，因为祂已经在祂的
说话中，将自己启示出来。 
Ｂ．凡受造之物都是出自神的话。 
１．旧造—整个宇宙—是凭神的说话而有的。 
２．新造是借着整个作为话的神说话所产生的。
３．说话的神继续借着祂的说话行作万事。 
Ｃ．活神借着说话，将祂自己分赐并注入到我们里
面： 
１．神一说话，光就照亮，带给我们领悟、异象、
智慧和口才。 
２．神一说话，生命就分赐出来，而这生命包含基
督一切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 
３．神一说话，能力就传输出来，而这是生命生长
并生产的能力。 
Ｄ．在旧约，神是借着众申言者，就是借着被神的
灵推动的人，多分多方向列祖说话。 
Ｅ．在新约，神在子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
１．这个人位先是个人的，然后成了团体的。 
２．神今天是在一个人位里说话，而这人位已经扩
增为一个团体的人，包括众使徒和这人位之身体的
众肢体。 
３．信徒都是团体的子的一部分；神仍然在子里说
话。 
Ｆ．说话的神渴望得着说话的子民。            月 
Ⅱ．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喊说，“唯愿
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愿耶和华把祂的灵放在
他们身上！”： 
Ａ．申言者主要不是预言未来的人，乃是为别人说
话的人，就如亚伦为摩西说话。 
Ｂ．申言者是神的发言人；他们为神说话并说出神：
１．神是隐藏的，但借着申言者的说话，就将神的
自己和神的心意说明出来。 
２．申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启示，被神的灵推动，为
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 
Ｃ．摩西愿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作申言者，就是为
神说话的人： 
民11:29 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么？唯
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是申言者，愿耶和华把祂的灵放
在他们身上！” 
１．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的话，是摩西所发出一
个极大的预言。 
２．关于神所有的子民都该作申言者的这件事，新
约里的保罗与旧约里的摩西是一致的： 
林前14:31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
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ａ．摩西所说的话，为保罗在林前十四章所推动，
并且在神新约的经纶里，借着召会聚会中众信徒的
申言而得应验。 
ｂ．保罗的观念可能是从摩西来的，因为保罗最懂
旧约，他必定熟悉摩西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所
说的。 
ｃ．在旧约和新约里，神都要祂的子民为祂说话。 
Ｄ．申言者预表基督是将我们带进神的光和启示之
中的一位。                                火 
Ⅲ．“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
起一位申言者象我，你们要听从祂” (申18:15)： 
Ａ．在十五至十九节，摩西说到耶和华神为以色列
人兴起一位像摩西的申言者（要来的基督）。 
Ｂ．行传三章二十二节把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至十九
节，应用到基督这位神成为肉体来作人者的身上，
指明基督就是神应许给祂子民以色列人的申言者。 
使徒3:22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
你们兴起一位申言者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
们都要听从。” 
Ｃ．申言者要从他们的弟兄们中间兴起，指明基督
这位要来的申言者既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 
１．基督若仅仅是神，就不能从犹太人中间作一位
弟兄而被兴起；但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一位，穿上了
人的性情，作了犹太人，就从祂的弟兄们中间被兴
起。 
２．要来的基督乃是神成肉体来作神人。 
Ｄ．申命记十八章十八节指明，神要借着基督的成
为肉体，兴起这位申言者讲说神的话： 
申18:18 我必从他们弟兄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
申言者像你；我要将我的话放在祂口中，祂要将我
一切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 
约7:16-17“耶稣回答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实行祂的旨意，就必
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从自己说的。” 
１．讲说神的话，即申言，乃是分赐神，把神说到
人里面。 
２．这就是神所兴起的申言者主耶稣所作的。   水 
Ⅳ．旧约的申言者预表新约圣灵这涂抹的膏油： 
约壹2: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
们众人都知道。 
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
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
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
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Ａ．在新约里，圣灵顶替了申言者的工作。 
Ｂ．圣灵膏油的涂抹，顶替了旧约的申言者。 
Ｃ．圣灵这膏油涂抹的元素，已经进到我们里面，
作我们的申言者。 
１．在旧约里，圣灵借以向人启示的代表乃是申言
者。 
２．今天申言者所预表之启示的灵是在我们里面，
那灵给我们启示。 
Ｄ．在我们里面施膏的灵就是申言者： 
１．施膏的灵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作了我们活的申



 

 

言者。 
２．在旧约里，神的灵临到一些人，只感动他们；
现今那灵已经进到我们众人里面，作我们的申言者。
３．感动人作申言者的那灵，已作为膏油涂抹进到
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申言者。            木 
Ⅴ．新约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得救并重生的人都
作申言者说话： 
林前14:3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
慰。 
5 我愿意…你们申言；…使召会得建造…。 
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
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Ａ．申言是超越的恩赐，乃是借着享受基督，在生
命的长大里所产生，为着建造召会。 
Ｂ．新约信徒蒙神拯救，作君王、作祭司，并作申
言者为神申言： 
１．重生并得救的人都能为神申言。 
２．神愿意每一位信徒都申言，就是为祂说话，并
说出祂。 
３．按照成为肉体的原则，神要在我们里面并借着
我们说话。 
Ｃ．为神说话并说出神，乃是凭神的灵说话；那灵
总是预备好，要同着并借着我们说话。 
Ｄ．就着“为…说话”，并“说出…”的意义而言
—为神说话，并说出神—申言需要生命多有长大： 
１．为这缘故，我们需要认识神，也需要经历基督。
２．我们对神若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基督若没有足
够的经历，就没有什么可为祂说的，也不能说出祂。 
Ｅ．新约申言者主要的工作是为着建造、勉励并安
慰人。                                    金 
Ｆ．在召会聚会申言的目标，乃是建造召会作基督
的身体。 
林前14:12 …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 
Ｇ．申言需要三种构成的元素： 
１．对神的话有认识—属人学习的元素。 
２．有圣灵即时的感动—神圣感动的元素。 
林前14：32 并且申言者的灵，是服从申言者的。 
３．有异象，看见神的权益和经纶，看见召会是基
督的身体，看见地方召会，看见世界，看见个别的
圣徒，甚至看见自己—借着神圣之光的光照而有所
看见。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
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地认识祂。 
Ｈ．我们若要申言，就需要过申言的生活： 
１．我们需要晨晨复兴： 
箴4:18 但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
到日午。 
ａ．义人的途径好象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
午；这是照着神创造里的自然律，我们必须照着这
自然的律。 
ｂ．在哀歌三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耶利米说，主的
怜恤每早晨都是新鲜的，崭新的。 
哀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祂
的怜恤不至断绝； 

23 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24 我的魂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祂。
２．我们也需要时时与主交通，照着灵而行，无论
得时不得时都传道（讲说主），借此过日日得胜的
生活。                                    土 

 
Crucial Point⑴: 

祷读圣经节，听即时的话，建造神的新造（召会） 
OL1: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活神借着说话，将祂
自己分赐并注入到我们里面。神一说话，光就照亮，
带给我们领悟、异象、智慧和口才。 
OL2:神一说话，生命就分赐出来，而这生命包含基
督一切神圣的属性和人性的美德。神一说话，能力
就传输出来，而这是生命生长并生产的能力。 
OL3:摩西愿意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作申言者，就是为
神说话的人。关于神所有的子民都该作申言者的这
件事，新约里的保罗与旧约里的摩西是一致的。 

希伯来书开始于神说话。赞美神，祂说话了！
神说话绝不是一件小事，神若不说话，祂就是奥秘
的；但祂已经说话，把自己启示出来，就不再是奥
秘的了。现今祂是那启示出来的神。我们有一位说
话的神，而这位说话的神渴望得着说话的子民。…
神渴望说话，祂的灵正在等待我们说话。在美国成
百万的基督徒若每天肯为神和基督说话，全地就会
翻转过来。然而…基督徒的传统、风俗和习惯〔是〕
上教堂只听一个人讲。我们都必须起来推翻这个风
俗。 

当我们来召会聚会时，我们必须说话。我们有
不只一种说话的方式。呼喊、歌唱、赞美和祷告，
都是不同种的说话。…我们不该在会所开始聚会，
乃该在我们的餐厅、起居室或卧房开始聚会。当我
们预备要来聚会时，我们就应当开始唱诗；在来聚
会的路上，我们应当唱着、赞美着、祷告着、喊着
而来。摩西很少说预言。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
也是一样。他们的书包含的预言其实很少，书中充
满的乃是说出神，为神说话，以及直接说神。…新
约里的希腊文也是这样。新约希腊文的申言，意思
是一种神的说话。…申言主要就是为基督说话，说
出基督，把基督说出来。 

青少年・大学生篇 
请你理解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通过祂的话创

造了万物，通过祂的话正在建造新造的召会。如果
没有神的说话，就不存在受造之物（旧造），也不
存在新造。你应该祷读作为神的说话的圣经的话，
听神现在即时的说话。 

约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
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神通过祷告神的语言-圣经，如今向你说话。所
以请你学习怎样通过祷读来将神常时的话（Logos）
转变为神现在的说话（Rhema）。 

圣经实际上是满了祷告，也是一部祷告的书。
最好的祷告是用圣经的话祷告。请你从年轻的学生
时代开始操练祷读经节。当然，你在将你所要的告
诉神的同时，也可以与神亲密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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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不祷读经节，你所要的可能会一直停
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比如说，“主啊，愿我可
以轻松地提高成绩”或者“愿我能进好的大学，找
到好工作，成为有钱人”等等。但是尼希米读圣经，
看到自己的情形后是这样祷告的： 
尼1:5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阿，你向
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并施慈爱； 
6 你侧耳睁眼，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就是我现今昼
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所祷告的，承认我
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8 求你记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不
忠信，我就把你们分散在诸民中； 
9 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
散的人，就是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
来，带到我所选择给我名居住的地方。 

如果你向尼希米学习，操练用神的话，为神的
权益祷告，那么你就能成为今日的尼希米，说神的
话，成为实行神经纶的器皿。 
祷告：“哦主耶稣，在我祷读神的说话-圣经时，你
在向我说话。愿我通过祷读，能够听到即时的话、
你现在对我说的话。并且愿能祷告所接收到的感觉，
说神的话，建造作为新造的召会。召会所有的弟兄
姊妹都说神的话时，基督的身体就得着生机的建造。
阿门！” 
 
Crucial Point⑵: 凭里面启示的灵得着基督与召会的

启示,为建造、勉励和安慰而说话 
OL1: 旧约的申言者预表新约圣灵这涂抹的膏油。 
OL2:感动人作申言者的那灵，已作为膏油涂抹进到
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申言者。 

〔申十八 18〕指明，神要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
兴起这位申言者讲说神的话。主耶稣来的时候，祂
的确讲说神的话。讲说神的话，乃是分赐神，把神
说到人里面。正如神的长子是神的话，乃是神的发
言，为着讲说并分赐神，以完成祂永远的经纶；神
的许多儿子是神的话的肢体，也是神的发言，讲说
并分赐神，使神得着扩展，使基督得着扩增。神的
长子是神的发言，我们是许多的儿子。这意思是说，
众子都是神的发言，好叫神得着扩展，并使基督得
着扩增。 

旧约里，圣灵借以向人启示的代表乃是申言者，
今天申言者所预表之启示的灵是在我们里面，直接
地来启示我们。…旧约里那个感动人作申言者的灵，
就是膏油涂抹到人身上作申言者的。那个膏油已经
涂抹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再也不需要什么代表人
物，来作我们的申言者。 

新约里的圣灵顶替了旧约申言者的这项工作。
今天在召会中有申言者，有人能说预言，有人能劝
勉安慰，但没有个人的申言者，来对你说你该如何
如何。…每个人都能够直接认识神，直接接受神的
引导，知道神的旨意。你们有申言者么？我感觉羞
愧，许多人以我为申言者，就是那种个人的申言者。

工人的危险就是作太多申言者的工作。个人的申言
者这样多，就破坏了新约申言者正当的地位。新约
的召会不必用什么极属灵的人，来作为个人的申言
者，引导人该如何作；那是圣灵的工作，不是申言
者的工作。新约申言者主要的工作，乃是建造、勉
励和安慰。这也是今天神的工人所要作的工作。 

青职・研究所篇 
在旧约时代，神的灵感动了申言者，向神的百

姓说出神的话。在新约中，这申言者的功用被居住
在你里面启示之灵所代替。因此，你可以运作为里
面申言者的启示的灵和你的灵调和的灵，与主交通，
接受启示。阿利路亚！赞美主。 
弟兄的见证：我在美企大型医疗器械公司上班，当
参加在美国的各种重要会议时，被要求立刻决定许
多重要的事情。我在被逼到困境的情况下，想起了
尼希米第 2章尼希米在向天上的神祷告的同时和王
对话，效法了尼希米的祷告。 
尼 2:1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有酒摆在王面前，
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他面前没有愁容。 
2 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
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3 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
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 
4 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祷告天上的神。
5 我对王说，王若以为美，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惠，
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去，我
好重新建造那城。 
我可以在向神祷告几秒钟后决定，或在和美国总部
的董事们谈话时，让困难的情况 180 度好转，也取
得大笔投资。这样与主交通，在信心的灵中作决定，
所说的一切都蒙福了。阿利路亚！我的里面住着启
示之灵，今日的申言者。我在召会生活中每周操练
申言，使我能受成全，成为对公司来说也是有用的
器皿。 
祷告：“哦，主耶稣，作为神的众子，我里面有神
的说话。感谢我里面住着申言者启示的灵。愿在在
职生活，又在召会生活中，运用我与启示之灵调在
一起的灵，操练申言，建造，鼓励和安慰人。阿门！”             

 
Crucial Point⑶:为神的说话的生活与预备 

OL1: 为神说话并说出神，乃是凭神的灵说话；那灵
总是预备好，要同着并借着我们说话。 
OL2: 我们对神若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基督若没有足
够的经历，就没有什么可为祂说的，也不能说出祂。
OL3: 新约申言者主要的工作是为着建造、勉励并安
慰人。 
OL4: 在召会聚会申言的目标，乃是建造召会作基督
的身体。 
箴 4:18 但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
到日午。 
哀 3:22 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因祂
的怜恤不至断绝； 
23每早晨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 
24我的魂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祂。 



 

 

我们若要申言，就需要过申言的生活。第一，
我们需要晨晨复兴。…每二十四小时就有新的开始，
就有黎明和升起的太阳。这是照着神创造里的自然
律。我们必须照着这自然的律。每早晨，我们必须
早起接触主，呼求祂，并被祂复兴。在哀三 22~24
耶利米说，主的怜恤每早晨都是新鲜的。祂的怜恤
像清晨的甘露。每早晨我们必须享受这新鲜的甘露，
使我们得以有新的起头，就是早晨的复兴。 

我们也必须过日日得胜的生活。晨兴之后，我
们不该停止接触主。我们可以借着时时与主交通而
过得胜的生活。 
约一 1: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
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也需要照着灵而行，不在灵之外作任何事。
我们也必须随时说主的话，就是讲说主，…无论得
时不得时…。我们不该说，“现在不是我们对人说
话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不是时候，但即使是不得
时，我们仍须说主的话。这样一个申言的生活使我
们够资格申言。 

新人篇 
在台北、李弟兄对关于如何预备在主日召会聚

会中申言，与圣徒有过一些实际的交通: 
⑴晨晨复兴：用“晨兴圣言”，每天祷读二至三节
圣经，享受主。早晨与主的时间中所受的感动，简
短的记下，作个提醒。 
⑵日日得胜：在早晨的之后，随时与主交通，过得
胜的生活。 
⑶申言的准备：在周六的晚上，运用一周中所得灵
感的六段笔记，写成一篇三分钟的申言稿。在申言
中，必須包含带着神圣的光照的观点，神的权益和
经纶，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地方召会，这个世界，
每一個圣徒，我们自己所看见的。还要加上我们所
看的异象与真理应用，经历。 
⑷实际申言时的注意要点： 
a)操练灵，被神经纶的灵充满。神经纶的灵是为着
说话。 
b)即使的灵感加到准备的申言上。 
c)操练自己的口，声音，说话的速度，动作和声音
的强度。 
d)通过申言，將基督作为建造，鼓励与安慰，分賜
給人。                                   

 
人生的奥秘（２）从神而来的恩惠、祝福：“能” 
A.罗 7:18 下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
我。 
B.罗 1:16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
人。―意指能突破一切障碍的强大能力。这大能就
是复活的基督自己，那赐生命的灵，要救一切信的
人。不只救信的人脱离神的定罪和永远的灭亡，也
救他们脱离他们的天然、自己，使他们得以圣別、
变化，与众圣徒同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作祂
的丰满和彰（FN1、2）。 

C.罗 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
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罪的律，就是
在人里面自生自发的犯罪能力，叫人做罪的奴仆（约
8:34）。不能自主，被罪辖制，受罪捉弄，做许多
自己所不愿意的。死的律，就 是叫人衰弱、枯萎、
老死的自然能力，住在人里面，叫人的各部分都沉
没在死衰 中。死一面叫人失去能力，一面又叫人失
去感觉，叫人为善无能力，犯罪无感觉。生命之灵
的律的运行，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在我们灵里
的运行，也就是这三 一神在祂生命中，在我们里面
的工作，救我们脱离肉体中罪律的运行（FN6、1）。 
D.罗 16:25 神能照我的福音，坚固你们。―所有的
事都完成了，我们只需要得坚固。 这坚固乃是照着
神纯正、完全的福音，就是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
传扬与供应（FN1）。 

我们应取的态度：“算（計算、计数）” 
A.路 9:25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赔上自
己，有什么益处？―赚、赔是商人用语（FN1）。 
B.路 12:19 下-21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供多年享
用，你休息吧，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
人哪，今夜必要你的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那
为自己积财，对神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C.弗 5:15-17 你们要仔细留意怎样行事为人，不要
像不智慧的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要赎 回光阴，
因为日子邪恶。所以不要做愚昧人，却要明白什么
是主的旨意。 
D.启 20:12、15 死了的，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无论谁在生命册 上不见是记
着的，就被扔在火湖里。 
E.路 14:28 下 坐下计算花费… 
F.太 26:8 何必这样枉费？―门徒认为马利亚向主
爱的奉献是枉费。已过二十世纪 以来，千千万万宝
贵的性命、心爱的奇珍、崇高的地位以及灿烂的前
途，都曾‘枉费’在主耶稣身上。对这些爱主的人，
祂是全然可爱，配得他们献上一切。他们浇在主身
上的不是枉费，乃是馨香的见证，见证祂的甘甜
（FN1）。 
G.林后 5:14 下-15 我们下了结论：一人既替众人
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 活
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
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