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基督是从雅各而出的星 
(民数记结晶读经）2019/10/21-27 

Ⅰ．民数记24:17说，“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这
星是指基督： 
太2:1 在希律王的日子，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看哪，有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2 那生为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因为他的星出现
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就前来拜他。 
Ａ．基督这预表的应验，见于马太2:2所记载星象家
（来自东方的博学者）的话：“那生为犹太人之王
的在哪里？因为祂的星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
就前来拜祂” 
１．星象家不是说，“我们看见了一个星”，或“我
们看见了那星”，乃是说，“我们看见了祂的星”。
２．这的确是民数记24:17的应验；这节所说到的星
向这些博学者显现；它没有向任何以色列人显现。 
民24:17 …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 
３．犹太人有论到基督的圣经，并知道祂要生在何
处，但星象家看见了基督的星。 
４．犹太人有关于基督将生于何处字句的知识，但
这些来自东方的博学者接受了关于祂活的异象；至
终那星引他们到基督所在的地方。 
５．基督是真日头，但严格说来，祂在这黑夜的世
代并非出现如日头；祂乃是发光如星；星是在黑夜
里发光，但这指明白昼将到。 
６．基督在第一次来时，祂公开出现如星，但祂在
第二次来时，对儆醒等候祂来的得胜者将是晨星；
对所有其余的人，基督后来才出现如日头。 
Ｂ．马太2:1-12启示，寻得基督是一件活的事，而
不仅仅是圣经道理知识的事： 
１．这星的显现远在真的宗教之外，远在圣地的圣
殿之外，远在犹太的宗教中心之外，远离祭司、经
学家、法利赛人，远离所有守宗教的百姓；反之，
在外邦人之地，却有一颗星显明了一些有关基督的
事。 
２．单单手持圣经，念弥迦书5:2说基督将生在伯利
恒，那是不灵的；我们也许有圣经，但可能我们失
去了属天的星。 
弥5:2 （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为我而出，在以色列中作掌
权者；他是从亘古，从太初而出。） 
３．那星就是活的启示，活的异象，不是老旧且死
的圣经道理知识，不是弥迦书5:2死的知识；今日我
们所需要的不是单单圣经的知识，而是属天的异象，
今日、即时的异象，活的异象，人的观念永远没法
教导的异象。 
４．即或我们有了圣经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即时、
今日的活星来引导我们，去到耶稣所在的那一条街，
那一家屋子。                   周一 
５．星象家接受了活的异象后，受自己属人观念的
误引，去了犹太国的京城耶路撒冷，以为犹太人的
王就在那里；他们这误引使许多孩童被杀。 
６．他们到达耶路撒冷，查问犹太人的王当生在何
处，我们读到：“希律王昕见了，就惊慌不安，全
耶路撒冷也同他一样”。 
ａ．他们听见这信息，应当欢喜，却反而不安。 
ｂ．基督徒盼望主来，盼望被提，当以此为鉴。 
７．当星象家受了圣经的改正，往伯利恒去，那星
就再向他们显现，引他们到基督所在的地方，“他
们看见那星，就极其欢乐”。 

太2:9-10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看哪，他们曾
看见它出现的那星，在他们前头领路，直领到那孩
子那里，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极其
欢乐。 
８．星象家得了圣经的改正，回到正确的路上，那
星就再向他们显现；活的异象总是随着圣经的。
９．祭司是教导百姓律法的人，经学家是通晓圣经
的人；祭司和经学家都具备基督出生的知识，但他
们没有看见异象，也无心寻求基督，不象东方来的
星象家那样。 
10．不论我们多“合乎圣经”，我们若失去主的同
在，我们就完全错了；在新约里寻求并跟随主的路，
乃是不断停留在祂隐密的同在中。 
出33:11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
说话一般…。 
11．储存一些圣经知识是容易的事，但我们若要有
活的引导，我们就必须活在与主亲密的关系里；我
们必须与祂是一。 
12．星象家看见了基督，并且敬拜祂；然后他们在
梦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
回本地去了；我们一旦看见了基督，就绝不走原路，
就是遇不见基督之宗教的路，我们一定会走别的路。 
                           周二 
Ⅱ．基督忠信的跟从者是照耀的活星，他们跟随基
督这照耀的活星，成为祂的复制： 
Ａ．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众活星跟随基督
那属天、活泼、当前和即时的异象。 
Ｂ．众活星乃是祝福神子民的人；我们越为着神的
子民赞美主，并在信心里正面地说到他们，我们就
越将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 
Ｃ．众活星留意经上申言者的话，“如同留意照在
暗处的灯”，使基督这晨星日复一日在他们心里出
现；我们若留意圣经如灯照在暗处的话，会叫我们
在基督作晨星实际显出前，就得着祂在我们心里出
现，照耀在我们今天所处之背道的黑暗中。 
彼后1:19(周三) 我们并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你
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直等到天发
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作得好了。 
启22:16 …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
亮的晨星。2:28 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 
１．按晨星的原则，基督徒应当清早起来，因为清
晨是遇见主最好的时候（与神有交通、赞美歌颂、
祷读圣经同职事的话并向主祷告） 
诗5:3 耶和华啊，…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
并要守望。 
90:14 求你使我们在早晨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
一生欢呼喜乐。 
２．祂会隐密地把祂自己当作晨星，赐给那些爱祂
而儆醒等候祂的人，叫他们尝到祂久离再临之同在
的新鲜。 
Ｄ．众活星享受并被七倍加强的灵充满，使他们为 
着神的建造加强地活并加强地亮。 
启4:5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
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Ｅ．众活星乃是众召会的使者，他们享受并经历是
灵的基督作神的使者，并作从神来的新鲜信息，使
他们能将新鲜并现今的基督分赐到神的子民里面，
为着耶稣的见证。 
启2:1(周三)…那右手中握着七星…的，这样说。 
                          周三四 



Ｆ．众活星乃是“心中定大志”并“心中设大谋”
的人；他们是爱神的人，像星“从其轨道”与神一
同争战，抵挡祂的仇敌，使他们“如日头出现，光
辉烈烈” 
但12:3 通达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辉；那使多人
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Ｇ．众活星是敬畏耶和华并听从祂仆人声音者，信
靠耶和华，好能行在暗中而有亮光： 
赛50:10 你们中间谁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
声音，而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他当信靠耶和华的名，
依赖自己的神。 
11 看哪，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
在你们火焰的光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你
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 
１．那些为自己造光，并行在自己所造之光里，而
不是行在神的光中的人，必落在悲惨之中。 
２．这对我们该是警告，叫我们行在神所赐的光中，
不行在为自己所造的光中—约壹一5。 
３． “来，，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赛2:5)。 
Ｈ．众活星是由神在第四天的恢复并进一步的创造
里所设立的星作预表，星是借着照耀来管理；哪里
有照耀，哪里就有管理，为着生命的长大： 
创1:16-18 …神造了两个大的光体，大的管昼，小
的管夜；又造众星。…这些光体…普照在地上，管
理昼夜，分别光暗…。 
１．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照耀，乃是国度在大能里
的来临；这照耀实际上乃是三一神管治的同在。 
２．神的国作为神的管治，神的掌权，同其一切的
祝福和享受，就是主耶稣的照耀，国度就是主耶稣
借着照耀在我们身上而有的扩展。 
３．国度乃是主耶稣这实际的照耀；每当祂照耀在
我们身上，并且我们也在那照耀之下，我们就在国
度里，受我们里面神的管治和掌权，为着我们生命
的长大。 
Ｉ．在消极一面，有些人是“流荡的星”： 周五 
１．流荡之星的隐喻，指明这些反复无常的教师、
背道者，未稳固地定在属天启示不变之真理上，反
倒在神像星一样的子民中流荡。 
犹 13 …流荡的星，有黑暗的幽冥为他们永远存留。 
２．他们的定命乃是那为他们永远存留的黑暗幽冥；
反复无常的背道者，今天是流荡的星，将来要被禁
入黑暗的幽冥里。 
３．我们也可以说，无论谁要使我们离开真正的地
方召会，使我们不能与神的子民在召会立场上聚会
的，都是流荡的星；真正的星乃是使多人归义的，
他们并不领人走迷，而是使人转上正路。 
４．今日那活星和众活星离我们不远，就在那作基
督身体实际彰显的众地方召会里，并且与众地方召
会同在。 
启 1:20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
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七灯
台就是七个召会。 
５．在所有的地方召会中，都有一些活星；我们只
要与他们接触，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要引我们到
耶稣所在的地方。 
Ｊ．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一直蒙保守在正路上，
遇见主，敬拜祂，并向祂献上我们的爱；愿主使我
们都像这些星象家，跟随活星去寻得基督，好成为
祂的复制，作众活星。          周六 
 

Crucial Point⑴:  
不断地留在主的同在中，让活星来引导 

OL1:那星就是活的启示，活的异象，不是老旧且
死的圣经道理知识，不是弥迦书五章二节死的知
识；今日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单单圣经的知识，而是
属天的异象，今日、即时的异象，活的异象，人的
观念永远没法教导的异象。 
OL2:即或我们有了圣经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即
时、今日的活星来引导我们，去到耶稣所在的那一
条街，那一家屋子。 
OL3: 他们听见这信息，应当欢喜，却反而不安。
基督徒盼望主来，盼望被提，当以此为鉴。 
OL4:不论我们多“合乎圣经”，我们若失去主的
同在，我们就完全错了；在新约里寻求并跟随主的
路，乃是不断停留在祂隐密的同在中。 

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圣言，是圣经，预言耶稣要
在伯利恒出生。但是单凭那节圣经你没法找到耶稣；
你能知道耶稣出生于那座城，但你不会知道在哪条
街，在哪个家。…即或你有了圣经的知识，你还需
要即时、最新的活星，来引导你去耶稣所在的那条
街，那间屋子。…累积一些圣经知识是容易的事，
但我们若要有活的引导，就必须活在与主亲密的关
系里；我们必须与祂是一。 

青少年・大学生篇 
你读圣经时，请一定要敞开自己的心，操练自

己的灵祷读主的话，摸着主自己，享受主的同在。
没有主的同在，只将主的话当作知识来得着，是绝
对无法有今日的异象，活星的异象。主出生时圣经
学家们照着圣经知道他是在伯利恒出生,不过，他们
不寻求主自己，反倒对主的出生非常困惑。他们虽
然精通旧约圣经，但是完全没有活的异象。结果，
他们把主的到来看做是麻烦。他们应该在圣经知识
的基础上，照着活的异象，被引导到伯利恒特定的
地方，特定的家。 
约 5:39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
生命，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40 然而你们不肯到
我这里来得生命。 

你要有今日活的异象的最好的方法，是祷读恢
复本圣经和注解。请读以下恢复本圣经的简说。“翻
译圣经，除基于对圣经原文之明了外，也在于对圣
言中神圣启示的认识。历代圣徒对神圣启示的认识，
也是基于他们所得之亮光，逐渐前进的。本译本所
根据者，乃此类认识之集大成，加上附注，可谓二
千年来，各方圣徒对神圣启示认识之结晶，希能继
往又开来”。 

如果祷读主的话，有根据主的话而有活的异象
的话，你就会被活星引导。绝对不可照着自己来解
释圣经和照着自己天然的观念来被引导而行。在那
里没有基督。为了找到基督的出生，必须要被活星
所引导。到了高中，学习方向要分文科理科，考大
学要选学校，毕业后要选择就业方向以及之后也要
面临换工作等选择。如果你是让活星来引导，你在
新的环境就能找到基督而被祝福。 
祷告：“哦主耶穌，我读圣经的时候，呼求主的名，



寻求你新鲜的同在。圣经不只是一本知识的书。祷
读主的话的时候，求你赐予我新鲜的异象。这是活
星。不是凭着我天然的观念和喜好，乃是这个活星
一步一步来引导我的一生。那是为了我更多得着基
督”。   

Crucial Point⑵:成为基督这活星的复制、 
在黑暗中照耀、祝福召会和弟兄姊妹 

OL1: 基督忠信的跟从者是照耀的活星，他们跟随基
督这照耀的活星，成为祂的复制。 
OL2:众活星乃是祝福神子民的人；我们越为着神的
子民赞美主，并在信心里正面地说到他们，我们就
越将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 
OL3:按晨星的原则，基督徒应当清早起来，因为清
晨是遇见主最好的时候（与神有交通、赞美歌颂、
祷读圣经同职事的话并向主祷告）。 

不只基督自己是星，祂的跟从者也是，他们是
在众召会中发光的人。在使徒行传与书信里，带头
的人被称作长老，但在圣经末一卷里他们乃是星。
现在不是头衔或地位的问题，乃是发不发光的问题。
所有在地方召会中领头的人必须是发光的星。 

这里的“星”，原文可以翻作英文的“磷”。
这星是像磷一样，能在黑暗中发光的。……圣经不
该仅仅是白纸黑字；不该是死的字句。我们必须留
意圣经的话，直到有些像磷一样的东西在我们里头
出现—那就是基督作为晨星。 

有时我们拿起圣经来读，却感觉一无所获。另
有时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留意申言者的话，就有
东西在里面照耀了，出现了，天亮了，破晓了。当
我们祷读圣经经节的时候，在深处感觉发光、照亮，
这种照亮产生向主耶稣的爱。我们觉得祂是何等可
爱。……许多时候由于这个照亮，我们甚至爱主耶
稣到癫狂的地步。那就是耶稣临到我们，如同天发
亮，作为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许多时候当我
读主话语的时候，有东西在我里面出现，好像天发
亮一样。哦，实在美妙！局面也许黯淡，四围都是
黑暗，但是在里面有些东西在照亮，在发光，充满
荣耀。 

清早是遇见主、与主有来往、与主有交通最好
的时候。吗哪总是在日出以前收取的。人要吃神给
他的粮食，总应当清早起来。日头一出来，吗哪融
化了，就吃不到了。你在神面前要得着属灵的培养，
要得着属灵的造就，要有属灵的交通，有分属灵的
粮食，就得早一点起来。 

应当把我们一天之中最好的时候，清晨的时候，
用在神面前。有些基督徒是把一天的时间都花在别
的事上，等到晚上最累的时候，快要到床上去睡的
时候，才在那里跪下来读圣经、祷告。怪不得他圣
经读不好，怪不得他祷告不好，怪不得他与主的交
通不好。……我们一信主，就要学习在清早的时候
划出时间来，与神交通，与神来往。 

新人篇 
得救的新人们，请成为主这活星的忠信跟随者，

你自己要成为在黑暗中照耀的星。活星引导、祝福
神的百姓。圣经里充满了祝福召会和弟兄姐妹的话。

请你操练自己的灵来祷告、享受这些祝福的话语，
让心思中的观念得到更新。然后请你操练灵，说信
心的话给别人祝福。 

日本人具有非常细心的特性。这是日本人的优
点，也是缺点。这个特性，有助于对日本制造的工
业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但是，人际关系不能
像工业产品那样，所以如果过于注意细节的话，就
会越来越容易对情形感到沮丧失望。作为一个得救
的人，你不再是日本人，而是基督人、信徒。罗 10:17 
可见信是由于听，听是借着基督的话。林后 4:13 并
且照经上所记：“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有
这同样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就说话． 

操练灵祷主话的时候，会被注入活的信心。你
不要相信自己或人们现在的情形，请相信从神的话
而来的信心的感觉。你如果相信自己天然的消极感
觉并说出来，就会变成你说的那样。但如果你相信
信心的感觉并说出来，你就会成为祝福你自己和别
人的人。 

为了实际地拥有信心的灵，请你清晨早起，祷
读并祷告主的话实行“晨晨复兴”。这样的话，你
的心思就会被更新，并意识到自己因自己天然的消
极感觉被诅咒着，而从那里被拯救出来。祷告：“哦～
主耶稣啊，我不相信自己天然的消极感觉，而是取
用你的话。清晨早起，马上操练灵，呼求主的名，
祷读你的话。请向我注入信心的灵。凭信心的灵，
使我成为祝福自己并祝福听我说话的人的人。阿门！” 

Crucial Point⑶: 
在灵与召会生活中，避开偏斜的“流荡的星”，照

着“活星”走正确的道路并结果子 
OL1: 流荡之星的隐喻，指明这些反复无常的教师、
背道者，未稳固地定在属天启示不变之真理上，反
倒在神像星一样的子民中流荡。犹 1:13 是流荡的
星，有黑暗的幽冥为他们永远存留。 
OL2: 他们的定命乃是那为他们永远存留的黑暗幽
冥；反复无常的背道者，今天是流荡的星，将来要
被禁入黑暗的幽冥里。 
OL3: 我们也可以说，无论谁要使我们离开真正的
地方召会，使我们不能与神的子民在召会立场上聚
会的，都是流荡的星；真正的星乃是使多人归义的，
他们并不领人走迷，而是使人转上正路。 
OL4: 在所有的地方召会中，都有一些活星；我们只
要与他们接触，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要引我们到
耶稣所在的地方。 

星，也有消极一面的—流荡的星。……我们该
作星，但不该是流荡的星；这是那些假的领袖。今
天许多基督徒不是星；有些虽然是星，却是流荡的
星。今日有些在宗教里的领袖和教师，就是这一类。 

一颗正当的星有一定的位置和固定的轨道，它
是一直坚定在它的轨道上。但有些星没有固定的位
置和轨道，它们是流荡的星。有些基督徒好像是星，
好像也发光，但他们的光是骗人的。……你若是跟
随他们，你就被带迷路了；到头来你都不知道要往
哪里去。……他们没有立场，没有立足点，没有确
定的路与主一同往前去。他们今天这样说，明天又



那样说；他们是流荡的。要当心！我们永远无法借
着跟随一颗流荡的星来寻得耶稣。 

我们怎能认出流荡的星呢？有一些特征。他们
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是没有雨水的云彩。我们必
须看果子。主耶稣说，从果子可以认出树来。我们
如果跟随流荡的星，到末了我们的分与他们一样—
为他们永远存留的黑暗幽冥。 

我们必须跟随发光的星，就是那些有确定立场、
确定道路的人。他们是稳定的星，他们是坚定的人。
如果有人来到我们面前，没有确定的立场和道路，
我们要远避他。正当的立场是地方召会，正确的道
路是在地方召会里，在那灵里向前。……要站在正
当的立场上，要保守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如
果你要到某地去，要拿出地图来，走上对的路，进
入对的车道；你这样驾车，就能到达目的地。 

青年在职・大学院生篇 
在 10 月中旬因大型台风受灾时，东京都某一区

的避难所的负责人因不接受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而
被责备。因为这些避难者不是这个区的居民而被避
难所的负责人拒绝进入。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
“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细微的规则上，而没看到
最重要的点是要拯救人命”。 

你应该要在看清事情的概观(Overview)和最
重要的点（Crucial points）的基础上，再进入详
细的点上。意料之外的事情，当“该区居民以外的
人，来到这个用该区税金所建的避难所”这事发生
的时候，不是看所有的细节，而是要概观：在这里
“本来避难所就是为了让因天灾等而处境为难的人
来避难，保护生命”，所以最重要的点是：“因台
风人们很难行动，所以无论是谁都要以最快的速度
让他们避难保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点上并
快速行动。 

在召会的服事和圣经的追求上也是相同的原则。
你要先看概观（或 Bird’s eyes view）和最重要
的点，服事、追求圣经并进行所有的事情。否则，
你就会变成流荡的星，因为不变通就会导致本末倒
置。或者是将最重要的点和细节并列，思考过多的
事导致没办法迅速正确地做出决定。一旦变成这样，
你的应对也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为了能看清概观和得到最重要的点，请你在圣
经所启示的站在地方一的立场上的当地召会中，照
着灵而实行召会生活。因为神是光，神的家就是光
中之家。在这个家里面操练灵乃是能概观和看见最
重要的点的秘诀。 
箴言 20：27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 
林前 2:11 因为除了在人里面人的灵，在人中间有
谁知道人的事？照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诗 73:16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17 等
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FN“进入神的至圣所”：第一，神的至圣所，神的
居所是我们的灵，第二，这个是召会。如此，我们
为了进入神的至圣所，我们应该回到灵里，需要去
参加召会的聚会。一旦我们若在至圣所之“灵里和

召会中”，就会拥有对…状况不同的见解，。我们
的灵里和召会中，接受神圣的启示，获得所有问题
的解释。 
祷告：“哦，主耶稣，保守我远离领我走迷的流荡
的星。在地方召会中照这活星，在工作生活的所有
事上，在“灵里和召会中”看清概观和最重要的点，
学习行动。这样的话我就能避免成为流荡的人，在
正确的轨道上行走，成为结果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