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全足者的异象—对神子民的神圣眼光

在神眼中，召会是完全的；就外表说，召会是美丽
的、佳美的：
Ⅰ．我们绝不该低估了正确看见一件事情的价值； 弗5:27“祂好献给自己，作荣耀的召会，没有斑点、
这个看见会改变我们，影响我们的全人。
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好使她成为圣别、没有瑕
使徒26:19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 疵。”
上来的异象，
ａ．当召会满了基督，召会就是圣别、完全并美丽
Ⅱ．在圣经里，“异象”是指一个特殊的景象；它 的。
是说到一种特别的看见，即荣耀、里面的看见，也 ｂ．基督是召会作为新人的内容、构成的成分和每
是说到我们从神所看见的属灵景象：
一部分。
Ａ．我们要得着异象，就需要有启示、光和视力。 Ｆ．“如延展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 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
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出，他的种子必撒在多水之处”（民24:6-7前半）：
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 １．六节说到山谷和园子，以及七节说到水从桶里
盼望；
流出，乃是用比喻启示出召会有山谷，召会像园子，
Ｂ．属天的异象支配我们、限制我们、管制我们、 并且在召会中有充盈的水。
指引我们、保守我们、彻底翻转我们、保守我们在 林前12:13“因为我们…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
真正的一里并给我们胆量往前。
成了一个身体，且都得以喝一位灵。”
箴29:18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 3:9“…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
为有福。
２．这些乃是论到召会的一些丰富。
Ｃ．我们在属天的异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 Ｇ．巴兰在民数记二十四章七节下半说到雅各的王
地，我们的生活也受神的经纶所支配。
必超过亚甲，说到雅各的国必被高举，这话乃是预
Ⅲ．正如巴兰这外邦的申言者被带到异象里，我们 言，至终要应验在基督身上。
火
需要看见全足者的异象，并对神的子民有神圣的眼 Ｈ．“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
光：
他受咒诅”（民24:9后半）：
民23:9“…这是独居的民，不将自己算在万民中。” １．巴兰没有咒诅神的百姓，反而代表神全然祝福
21“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 他们。
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有向王欢呼的声音在 ２．祝福人就是说他好话，积极地说到他。
他们中间。”
弗1:3“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
Ａ．
申言者巴兰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足者的异象。 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
Ｂ．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 了我们。”
不将自己算在万民中”（民23:9）：
３．我们越为着主的子民赞美祂，在信心里说他们
１．这话指明以色列人是圣别的子民，是从万民中 的好话，我们就越把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
分别出来的子民。
ａ．凡积极说到召会的，都得着祝福。ｂ．凡消极
２．召会也是这样。
说到召会的，就把自己摆在咒诅之下。
水
彼前2:９“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 Ⅳ．我们需要看见有关召会的异象，并看见召会乃
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作产业的子民…。” 是“基督的”、“复活的”、属天的；这些形容词
Ｃ．“谁能数算雅各的尘土？谁能数点以色列的四 描述圣经里所表达的事实：
分之一？愿我之死如正直人之死；愿我之终如正直 Ａ．召会乃是在基督里、在复活里并在诸天界的升
人之终”（民23:10）：
天里：
１．巴兰在本节上半的话是丰盈扩增的祝福。
１．基督借着包罗万有的死了结整个旧造以后，召
２．他在本节下半的话是极大祝福和珍赏的话。
会就在祂的复活里产生出来；召会完全是在复活里
Ｄ．“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 的，是在基督复活里的新造，由复活的基督所创造。
患；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有向王欢呼的声 ２．召会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现今乃是在升天里，
音在他们中间”（民23:21）：
与基督一同在诸天界里。
１．
这话不是按着人的眼光，乃是按着神圣的眼光。 ３．召会是属于基督的；召会是属于复活的；召会
２．在神眼中，以色列没有过犯：
也是属于诸天的。
ａ．在他们自己里面，神的子民有许多缺失。
Ｂ．这异象要支配我们到极点，并排除一切不是基
ｂ．在神的救赎里，并在基督里，他们没有缺失。 督的（属于基督的）、复活的（属于复活的）或属
３．神看祂的子民，不是按着他们在自己里面的所 天的（属于诸天的）。
是，乃是按着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是。
月 Ⅴ．我们要学会如何看神的子民，这乃是严肃的事：
Ｅ．“雅各啊，你的帐棚何其佳美！以色列啊，你 Ａ．约瑟的两个梦都是出于神，向他揭示神对祂地
的帐幕何其华丽”（民24:5）：
上子民之性情、地位、功用和目标的神圣眼光：
１．巴兰第一首诗歌启示以色列是圣别的，第二首 创37:6-7（周四）“…请听我所作的这梦：我们在
启示以色列是完全的，第三首启示以色列是美丽的， 田里捆禾稼，忽然间我的禾捆起来站着，你们的禾
如“佳美”一辞所指明。
捆来围着我的禾捆下拜。”
２．这将是千年国时以色列真实的光景：
9“后来他〔约瑟〕又作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
ａ．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福。
亮与十一颗星，向〔他〕下拜。”
ｂ．至终，神要完全祝福犹太人，他们要成为全人 １．约瑟在第一个梦里，看见田里的禾捆；我们若
类的福。
看见这属天的梦，就会看见在神的眼光中，祂的子
３．巴兰的诗歌也指明，就立场说，召会是圣别的； 民都是满了生命的禾捆，为要出产食物，作素祭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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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神和人。
２．约瑟在第二个梦里，看见太阳、月亮与十一颗
星，向他下拜；在神永远的眼光里，祂的子民乃是
满了光的天体。
创12:1“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弗5:8“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
行事为人就要象光的儿女。”
３．我们若因主的圣徒满了生命和光而赞美祂，我
们就是头一个有分于生命的人。
创12:3（周四）“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
福。”
木金
Ｂ．民数记三十三章记载以色列人从奴役之地到安
息之地，共四十二个站口，其中没有说到百姓的失
败：
１．我们若只有民数记三十三章的记载，就会以为
以色列人的行程完全是进取的，积极的，成功的，
从一站到另一站，直至他们达到目标—安息之地：
ａ．我们从民数记一章读到三十二章，可能认为以
色列人没有一点好的。
ｂ．三十三章表明，在神眼中，关于他们的记载乃
是积极的。
ｃ．这指明在神看来，祂总是积极地看祂的子民。
２．我们需要对召会有属天的看法，并领悟所有地
方召会都是要来之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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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
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３．我们若有神对祂子民的眼光，就会象神看他们
一样的看他们—被拣选、得救赎、蒙拯救脱离堕落
之辖制的人，正在享受基督，与三一神同被建造，
编组成军为神争战，并被神预备好，得以据有包罗
万有的基督作美地。
土

Crucial Point⑴:信徒的二重身份：在肉体中的堕落
身份和在基督里的佳美身份。从堕落的身份而来的
失望仅仅是为了帮助圣徒带他们进到基督里，所以
绝不能一直留在失望里
OL1:“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
患；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有向王欢呼的声
音在他们中间。”（民 23:21）。
OL2: 神看祂的子民，不是按着他们在自己里面的所
是，乃是按着他们在基督里的所是。
OL3: “雅各啊，你的帐棚何其佳美！以色列啊，你
的帐幕何其华丽！”（民 24:5）。
OL4: 巴兰的诗歌也指明，就立场说，召会是圣别的；
在神眼中，召会是完全的；就外表说，召会是美丽
的、佳美的。
〔巴兰第二〕首诗歌中最显著的话是在民二三
21：“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
患。”以色列既不完全，神既能看见祂子民一切的
罪孽，巴兰怎会说出这样的话？答案乃是这话不是
按着人的看法，乃是按着神圣的看法。神的看法与
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若看见这点，每当我们说到
圣徒的缺失时，我们就会谨慎。按照我们的看法，
某位圣徒可能有许多缺失，但按照神的看法，这位
圣徒是完全的。
以色列人有许多罪孽，我们怎能使这明显的事
实与二十一节的话一致？这表面的矛盾可由以下事
实得着解决：神的赎民有双重的身分—在自己里面
的身分，以及在神救赎里的身分。今天我们信徒的
光景也是这样。
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许多缺失；
但在神的救赎里，并在基督里，我们没有缺失。神
看我们时，不是按着我们在自己里面的所是，乃是
按着我们在基督里的所是。神并不看祂的赎民在他
们自己里面的所是。我们甚至可以说，祂已经忘记
我们在自己里面的所是。我们说这话的根据乃是神
已经赦免了我们；当祂赦免时，祂就忘记。神已经
把我们众人都摆在基督里。因为祂已经把我们摆在
基督里，祂看我们的时候，是在基督里看我们。神
对我们的看法乃是，我们在基督里没有任何罪孽。
……神对召会生活的看法，原则也是一样。按
照我们的看法，召会生活也许很可怜。但按照神的
看法，召会生活是荣耀的。神未见召会中有罪孽。…
在我们里面，召会生活不是荣耀的，但在基督里，
召会生活真是荣耀。
青少年・大学生篇
各位学生们，作为已得救的人，请你理解你有
二重身份。那就是你自己肉体里堕落的身份，以及
在基督里得赎之人的身份。请你操练自己去看你自
己和弟兄姊妹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那样的话，你对
自己和弟兄姊妹就会有别的看法，就能够说积极的
话，而不说消极的话。
你肉体里的身份是一时的并且会消失。但是在
基督里的身份会变得越来越大，并终极完成于新耶
路撒冷。在新耶路撒冷没有任何消极的东西。
当你对自己失望的时候，你不能留在自己的失
望里。失望应该帮助你、带你到基督里去。比如说，
“成绩不进步”、 “长相不美”、“不受欢迎”、
“不被异性喜欢”、“家境不富裕”等等。请你操
练自己不要一直留在失望里。你在认完罪、缺点、
软弱之后，请大胆地进入到积极神圣的生命交通（包
括和主的交通以及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中。作为救
赎和救赎应用的认罪不是目的。在神圣生命的交通

中，你会看见在基督里的你和弟兄姊妹是“未见罪
孽，何其佳美”。
祷告：“哦～主耶稣，我是得救赎，在基督里的人。
我要训练自己从失望中走出来，看到我在基督里的
身份。我不要盯着自己的罪、缺点、软弱，而是要
立即认罪，大胆地进入和主的，以及和弟兄姊妹的
神圣生命的交通中。我要积极地看自己和弟兄姊妹，
说积极的话。阿门！”
Crucial Point⑵: 祝福召会的，蒙福；咒诅召会的，
受咒诅
OL1: “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
他受咒诅”（民 24:9 下）。
OL2: 我们越为着主的子民赞美祂，在信心里说他们
的好话，我们就越把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
OL3: 凡积极说到召会的，都得着祝福。凡消极说到
召会的，就把自己摆在咒诅之下。
你若为着召会生活赞美主，称赞召会生活，你
就越将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我在召会生活所有
的年日中，从未见过一个说召会消极话的人是在神
的祝福之下。相反的，所有说召会贫穷、下沉、发
死的人，都在咒诅之下。凡说召会积极话的，宣告
召会是可爱的，并且召会是神的家的人，都蒙了祝
福。这不仅仅是道理，这乃是在许多圣徒的经历中
可以得到证实的见证。
有时候我对召会感到失望，没有积极的想法，
主就在我里面警告我要谨慎。我立刻求主洁净我，
并且开始宣告召会是何等美好。即使召会带给我难
处，我仍然爱召会。我越这样说积极的话，就越在
神的祝福之下。
论到召会，谁的话是正确的？是你的话，还是
主的话？在永世里，主的话会显为正确的，因为在
永世里，召会将是美妙、荣耀、高超的。仇敌对召
会所有的控告都是谎言。说召会贫穷或发死，就是
说邪恶的谎言。……召会是拔高的，并且满了生命。
不要看得比主更深。……你比神更智慧或更有
洞察力么？圣经宣告主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你却
说你看见了召会中的祸患。你选择要相信哪一个？
主的眼光，还是你的？如果在对召会的评估上，我
们与主站在一起，我们就要蒙保守，不从祝福中落
到咒诅里。
青职・研究生篇
公司的上司总是要求你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
让你继续跑下去。你看到那个很难达到的目标，可
能会失望，很累。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想起自己是
被拯救的人，有神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你是基
督身体的一部分而被鼓励。神已把天上一切属灵的
福分，祝福了召会。你只要凭着信心享受所给予你
的祝福就行了。
你绝对不能消极地说“因为没有自己的能力所
以做不到”，“自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 ，“如
果自己想做的话会受到其他人的妨碍，所以做不到”
等。在消极说话之前，会有消极的想法。请你把这
个消极的想法学着向主要坦白并除去。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从消极的谈话中解脱出来了。然后，里面
因信心而满了积极的想法，请宣告“如果我做到最
好的话，就能达到这个目标”。
公司的上司设定的目标即使很难达到，也不是
不可能的。因此，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鼓励你去
寻求奇迹般的祝福。例如，虽然不会英语，使用英

语的业务是不可能的。在学习积极说话上，应该从
奇迹般的追求中被拯救出来。
祷告：“哦～主耶稣，当消极的想法来临时，要迅
速操练向主坦白并除去。我们召会已被天上一切属
灵的福分祝福了。因为我能享受丰富的祝福，所以
我要说积极的话，与主一同往前。还有求祝福的时
候，请拯救我从奇迹般的寻求祝福中出来。”
Crucial Point⑶:通过神圣的望远镜看召会的话，
就能看见召会是生命的禾捆，太阳，月亮和众星。
赞美召会是充满生命和亮光的人，
也会被生命和亮光充满
OL1:约瑟在第一个梦里，看见田里的禾捆；我们若
看见这属天的梦，就会看见在神的眼光中，祂的子
民都是满了生命的禾捆，为要出产食物，作素祭满
足神和人。
OL2:约瑟在第二个梦里，看见太阳、月亮与十一颗
星，向他下拜；在神永远的眼光里，祂的子民乃是
满了光的天体。
OL3:我们若因主的圣徒满了生命和光而赞美祂，我
们就是头一个有分于生命的人。
虽然神的子民是位于天上的太阳、月亮与众星，
却是活在地上的禾捆，因为禾捆生长在田里。今天
我们乃是活在地上的属天子民。
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一直因此得着鼓励、加强
并造就。我对你们众人有完全的信心，我期望在新
耶路撒冷看见你们众人。我喜欢有永远的眼光，而
不是来自地上的眼光。我不愿照着有限的视力看事
情。反之，我要用神圣的望远镜。你若说弟兄姊妹
不行，这意思就是你非常短视。你若用神圣的望远
镜，透过时间来看，你会看见新耶路撒冷，在那里
没有别的，只有禾捆和众星。在新耶路撒冷，没有
“地鼠”或“蝎子”。在那里，每样东西都满了生
命和光。
你越在生命里成熟，越不消极地说到圣徒或召
会。
……有一天属天的梦来了，你的眼光就会翻转。
你晓得你不敢说有关召会或圣徒消极的事。反之，
你会说，“这是召会，这是神的子民。在神眼中，
信徒都是禾捆。他们也是太阳、月亮与众星。”
从我们对民数记的研读，我们要学知，如何看
神的子民乃是一件严肃的事。也许在你眼中，神的
子民并不很好；但神看他们是被拣选、得救赎、蒙
拯救脱离堕落之辖制的人，正在享受基督，与三一
神同被建造，编组成军为神争战，并被神预备好，
得以据有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地。我们若这样看神
的子民，就不会对召会生活感到灰心或沮丧
服事者篇
你应该要通过神圣的望远镜来看 6 种新人。他
们是禾捆，太阳，月亮和众星。你不可以用近视的
眼光来看他们并消极的讲他们。在服事的时候，转
变你天然的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当婴儿出生之后，父母就带着对未来的盼望向
孩子说话并照顾他。每个父母都不会说“为什么你
不能说话”、“为什么你不会走路”、“为什么你
不吃”等的话。刚出生的婴儿只会吃奶和哭泣。但
是父母，特别是母亲会每天带着盼望向婴儿讲话。
当你在照顾 6 种新人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像“他们
是充满盼望已重生的人”或“当他们听到神的话必
得救，成为服事的人”的神圣的观念来服事的？彼
前 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

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实际上你的眼光决定了你服事的结果。刚得救
的信徒们，或是变得软弱最近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乃
是太阳，月亮和众星。他们可以作为发光体并放出
光芒。并且作为充满生命的禾捆，出产食物，能让
神和人满足。
但是，这不是鼓励你回避现实的问题或假装没
看见。看见问题却假装没看见，问题就慢慢的恶化。
关于问题要和主和带领的弟兄姊妹交通，制定对策，
並实行。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服事的人常常会消极
的看待新人。你要训练发现他们非常小的进步，例
如“比起以往能看到一小点对主有心愿了”，“表
现的有一點变得积极了，或是消极的说话方式听起
来变得缓和了”。生命的成长和改变，只会慢慢的
发生。并不是奇迹般的一下子的长大。对服事者所
需乃是，
带着神圣的观点对小的进步要大大的赞扬，
带着忍耐鼓励新人。
祷告：“哦～主耶稣，感谢 6 种新人。朋友们可以
听到福音，信心注入到他们里并能得救。变得软弱
的弟兄姊妹也是重生，带着活的盼望。在神的眼里，
他们是生命的禾捆，太阳，月亮和众星。也让我能
有和神一样的观点，爱他们，照顾他们。请赐与你
的召会繁增和繁荣，阿门！”
人生的奥秘（２）
人悲惨的状況⑷:“忙”
A.“忙得团团转”（路 10:40FN１)。
B.“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各人忙于照顾自己的房屋。”
（该 1:9FN1)。
C.“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自己，赔上自己，有
什么益处？”（路 9:25)。
D.“要把握每一有利的时机，因为在这邪恶的世代，
每一日都是邪恶的，满了邪恶的事，叫我们的时间变
为无效，受缩减，被夺去。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必
须有智慧，才能赎回光阴，把握每一可用的时机……
明白主的旨意，是把握每一有利时机最好的路。我们
大多的光阴被浪费，是由于不知道主的旨意。”（弗
5:16FN1,2、17FN1)。
从神而来的恩惠、祝福⑴：“祝福”
A.“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业丰富。”（路 12:15
後半）。
B.“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
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一ー
“为着诸天的国，我们需要灵里贫穷，灵里倒空，
使我们能接受基督；我们也需要心里纯洁专一，使
基督能在我们里面毫无拦阻地长大。看见神是清心
之人的赏赐。这福分是为着今天的，也是为着来世
的。”（太 5:3、8 和 8FN1、2)。
C.“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膏了我，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
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禧
年。”(路 4:18-19)。
D.“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
祝福了我们。”——“神所用以祝福我们的一切福
分，既是属灵的，就与圣灵有关。事实上，这就是
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一切的福分都是属
灵的，在诸天界里的，也是在基督里的。”（弗
l:3FN6,7)。
E.“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
人。”（弗 3:8 後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