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记结晶#7 基督—由摩西所预表的真申言者

是说神的话。
2020/4/6～12
2. 他为神说话，说出神，并将神说到以色列人里
Overview: 申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启示，被神的灵推 面。
动，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经上所有的申言，都 C. 摩西这人不仅被神的思想所浸透并饱和，更是
不是出于申言者或作者的解释(Ⅰ)。摩西作为预表 由这位说话的神自己所构成；所以从他口中出来的
基督的申言者，带领以色列人的四十年间，不断地 话，就是神借这位发言人所说出来的话：
为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特别在申命记中，他一再重 1. 这四十年之间，摩西是神的发言人，为神说话、
复地对他们讲说神的话。他预言以色列人要离弃神， 说出神并说预言；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成为神的话。
而被神赶逐到万国，等他们悔改归向神，神就要从 2. 他预言以色列人要离弃神，而被神赶逐到万国，
万民中将他们招聚回来(Ⅱ)。基督就是神应许给祂 等他们悔改归向神，神就要从万民中将他们招聚回
子民以色列人的申言者(Ⅲ)。基督在祂地上的职事 来。
里，也借着宣示那要来的事而申言、预言。今天基 3. 作为这样一位申言者，摩西乃是预表基督。
督在我们里面一直为神说话，将神说到人里面(Ⅳ)。 4. 摩西向以色列人说神所吩咐他说的一切话；照
摩西可能发表一些自己的感觉，但甚至这些也成了 样，主耶稣也说父所吩咐祂说的一切话。
周二
神的话；他在申命记中的说话，就像保罗在林前七 Ⅲ. 旧约的申言者摩西预言说，“耶和华你的神要
章的说话一样。这是道成肉身的原则，是最高启示 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申言者像我，你
的灵(Ⅴ)。
们要听从祂”—申十八15：
Ⅰ. 申言者乃是神的发言人：
A. 耶和华要将祂的话放在那申言者口中，那申言
摩3:7 主耶和华若不将秘密启示祂的仆人众申言 者要说神一切所吩咐的话。
者，就一无所行。
B. 神兴起那申言者，乃是照着以色列人在何烈山
A. 申言者的功用乃是为神说话。
向耶和华他们的神所求一切的话：
B. 根据圣经，申言者主要的功用不是预言未来， 1. 以色列人告诉摩西说，他们无法担受听见神的
而是凭神的启示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
声音。
C. 神乃是说话的神，在旧约里借着众申言者多分 2. 由于他们想要一位申言者，摩西便应许神会成
多方向人说话：
就他们对申言者的渴望。
1. 神是隐藏的，但借着申言者的说话，就将祂自 C. 摩西预言耶和华要从他们弟兄们中间兴起一位
己和祂的心意表明出来。
申言者：
2. 申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启示，被神的灵推动，为 1. 这指明神要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兴起这位申
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
言者讲说神的话。
彼后1:20-21 第一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都不 约3: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祂赐那灵
是人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 是没有限量的。
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
2. “从他们弟兄们中间”（申十八18上）指明基督
a. 申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
这位要来的申言者既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
b. 人的意思、意愿和盼望，同他的思想、解释，都 a. 基督若仅仅是神，就不能从以色列人中间被兴
不是任何申言的源头。
起。
c. 那源头乃是神，人是被神的圣灵推动，好像船 b.基督是神，就不能从犹太人中作一位弟兄而被兴
被风带动，而说出神的旨意、意愿和盼望。
起；但基督是成为肉体的一位，穿上了人的性情，
d. 经上所有的申言，都不是出于申言者或作者的 作了犹太人，就从祂的弟兄们中间被兴起。
解释，因为申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或被人的 c.基督是成为肉体的神，穿上了人的性情并成了犹
意思带动，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
太人；因此，祂是“从你们……中间” 兴起的申言
D. 假申言者乃是擅自托神的名，说神未曾吩咐他 者，如摩西所预言的。
说之话的人。
周一 3. 行传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把申命记十八章十
Ⅱ. 摩西是申言者；他作为申言者，乃是预表基督： 五至十九节应用到基督这位神成为肉体来作人者
申18:15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 的身上，指明基督就是神应许给祂子民以色列人的
兴起一位申言者像我，你们要听从祂。
申言者。
18 我必从他们弟兄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申言 使徒3:22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者像你；我要将我的话放在祂口中，祂要将我一切 给你们兴起一位申言者像我，凡祂向你们所说的，
所吩咐的，都告诉他们。
你们都要听从。
A. 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四十年间，不断地为神 23 凡不听从那申言者的人，必要从民中灭绝。”
对以色列人说话；特别在申命记中，他一再重复地 Ⅳ. 基督第一次来时，作神所兴起的申言者供职：
对他们讲说神的话。
A. 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为申言者为神说话。
B. 摩西是神的发言人，如同年老的慈父，富有爱 B. 基督是神的话，也是神的说话：
心和关切地对他的儿女说话：
启19:13……祂的名称为神的话。
1. 虽然是摩西在说话，但他不是说自己的话，乃 1. 当基督在地上为神说话并对人施教时，祂的教

训不是祂自己的，乃是照着父所教训祂的。
并将神说出来。
约8:28 ……我不从自己作什么；我说这些话，乃 林前6:17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周
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
五)
周五六
2. 祂所讲的没有出于自己的，乃是父怎样告诉祂，
Crucial Point⑴:
祂就照样讲。
圣经的启示，将人思想中的固有观念转换成神圣
3. 基督是神的申言者，为神说话，说出神，并将神
的思想，使人的心思得更新，变化魂得益处
向门徒启示出来。
OL1:申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启示，被神的灵推动，为
C. 基督在祂地上的职事里，也借着宣示那要来的 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
事而申言、预言。
OL2:经上所有的申言，都不是出于申言者或作者的
D. 今天基督这位申言者在我们里面一直为神说话， 解释，因为申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或被人的
启示神并将神说到人里面。
周三 意思带动，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
V. 摩西作申言者乃是基督这真申言者的预表，他 彼后 1:20-21 第一要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都不
可能发表一些自己的感觉，但甚至这些也成了神的 是人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
话；他在申命记中的说话，就像保罗在林前七章的 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
说话一样：
〔彼后一20〕里的人，指说预言的申言者，或
林前7:12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 写预言的作者。人自己的见解，指申言者或作者自
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 己的说明或解释，并不是神借着圣灵默示的。人的
离弃妻子。
意思、意愿和盼望，同他的思想、解释，都不是任
A. 因着保罗是被神构成的人，至终他的意见成了 何预言的源头；那源头乃是神。人是被神的圣灵推
新约神圣启示里神的话的一部分：
动，好像船被风带动，而说出神的旨意、意愿和盼
1. 保罗在说话时与神是一；所以，他的说话就是 望。
神的说话。
申命记的头一个要点乃是：作神代言人的摩西
林前7:25 关于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 犹如年老、慈爱的父亲，满有爱与关怀地对他儿女
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的意见。
说话。摩西被神兴起作神的申言者，在他带领以色
2. 摩西在申命记里的说话，原则也一样。
列人的四十年间，他是神的发言人，为神向以色列
B. 林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他关切主在 人说话，将神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基督也
地上的权益，绝对为着主，与主是一，并且在各面 是这样，当祂在地上时，祂为神向祂的门徒说话；
都顺从、服从神，满意于神和祂所安排的环境。 祂所讲的，没有出于自己的，乃是父怎样告诉祂，
周四
祂就照样。祂作神的申言者，为神说话，将神说出，
C. 因为保罗与主是一，他说话时，主就与他一同 并将神启示给门徒。今天祂仍然在我们里面，为神
说话；因此，在林前七章，我们看见新约话成肉体 说话，把神说出来，并将神说到我们里面
这个原则的榜样：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林前7:40 然而，按我的意见，她若守节更是有福；
请新人和年轻人认识到，圣经是人们被圣灵推
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周五）
动，根据神的思想和意志所写下的书。圣经是神的
1. 话成肉体的原则就是神进到人里面，将祂自己 话，而且圣经是为人，为你写的书。圣经是神给你
与人调和，使人与祂成为一；因此，神在人里，人 的信，所以请你仔细阅读这封信。
也在神里。
提后 3:15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
2. 在新约里，主与祂的使徒成为一，他们也与祂 使你借着相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成为一，并且与祂一同说话；因此，祂的话成了他 16 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对于教训、督责、改正、
们的话，而且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祂的话。
在义上的教导，都是有益的，
林前2:13 这些事我们也讲说，不是用人智慧所教 17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备，为着各样的善工，装备
导的言语，乃是用那灵所教导的言语，用属灵的话， 齐全。
解释属灵的事。
为使你读圣经得益处，敞开心，操练自己的灵，
3. 林前七章十节的原则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的原 摸着主话中的灵，享受主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借着
则相同：话成肉体的原则—二人活着如同一人。
祷告来接受主的话，祷读主的话。
林前7:10 至于那已婚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
每天早上，祷读主的话之后，请用主的话与主
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周 交通。特别是主的话中神圣的思想与自己天然的观
六）
念不同而起冲突时，请在那个点上与主交通，祷告。
4.在林前七章二十五节和四十节我们看见最高的 这是你的观念被更新的好机会。神的心意和你的固
属灵— 一个人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被主浸透， 定观念是不同的，所以你必须通过与主的个人和亲
甚至他的意见也发表出主的心意。
密的交通来更新你的想法。这样你就能从主的话语
5. 如果我们被那灵浸透，我们所发表的乃是我们 中受益，你的想法得到更新，魂就能被变化。用神
所想的，但这也会是出于主的，因为我们与祂是一； 圣的思想更新你的想法，是怎样的祝福啊！当你被
这就是经历基督作申言者活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 神充满时，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你的天

然观念和固定观念阻碍了你被神所充满，并让你的 而言，一切都为我效力，叫我得益处。这就是我不
功用变得无用。
愿改变任何事情的原因。我知道我接受我的环境，
罗 12: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 就是接受我的神。在每个情况里都有我的神，我所
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 爱、我所完全属于的一位。”
旨意。
应用：青职・研究所篇
弟兄的见证：约 3:16 说道、神爱世人。但在我得
保罗是一个非常灵活有弹性的人，接受了所有
救后不久，我就认为神应该爱好人，不应该爱恶人。 的环境。这是因为他理解所有的环境都是由神为他
这是我宗教的观念。神圣的观念则说神爱所有罪人。 的益处准备的。你也有这美好的灵。
我读了约 3:16 之后摸着神的爱，理解了自己观念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
的错误，借着与主交通心思得到了更新。在那之后 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无论和什么样的人我都能喜乐地传福音了。
弟兄的见证：在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的日本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圣经，祷读主的话。主 子公司，当时担任药事临床开发和质量保证负责人，
啊，愿我能借着祷读主的话摸着并享受话中的那灵。 当时有权聘用约30名员工，其中帮助雇用了8名弟
并且主的话可以更新我的心思，变化我的魂。将我 兄姊妹。几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来自不同行业，所
的心敞开，请将我从宗教的观念中拯救出来。如果 以学习业务花了一点时间。在我来到这家公司超过
还抱着固定的观念和宗教的观念的话，就不能和你 三年的2005年，当弟兄姊妹也习惯了一点的时候，
相符，与你同劳苦，为了人们和召会蒙福说神的话。 突然人事部要求我把弟兄姊妹全部解雇了。我立即
阿门！”
拒绝，将这件事转达给弟兄姊妹并共同认真祈祷。
Crucial Point⑵:
然而，困扰的是，人事部一直持续提出这个要求。
所有的环境都是神的主宰为了信徒的变化而安排 后来我在祷告中觉得：“这是从主那里来的。”因
的。接受环境来经历主，被变化与主相符
为弟兄姊妹在一里祷告的时候，撒旦的攻击会被除
OL1: 林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他关切主 掉，但是祷告了情况也沒有改变，是因为主安排了
在地上的权益，绝对为着主，与主是一，并且在各 这事。后来帮助了弟兄姊妹们换工作。他们都顺利
面都顺从、服从神，满意于神和祂所安排的环境。 地换了工作。我自己也带着剩下的弟兄姊妹们调到
林前 7:12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 了公司的其他小部门。这一年在环境上，是一个剧
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 变的时刻，在精神上也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我学
离弃妻子。
到了很多属灵的功课。之后，主祝福了新的部门，
13 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 所以我能够取得显著的业绩，2010年被美国总部选
就不要离弃丈夫。
为全球最优秀的No.1员工(除了美国总部董事以外，
看见在一切环境、情况和光景里都绝对与主是 所有员工都是对象，子公司的董事也是对象)。借
一的这个原则，是很要紧的。我们读林前七章时若 着这样的经历，我学到了以下几点：①环境是神安
留意这原则，就会看见保罗完全与主是一；在他的 排的，接受环境其实就是接受神、②自己的固定观
教导和答复中，他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表达这样 念妨碍了与主是一，不能变化就不能与主一致，所
绝对的灵。因为保罗有这种灵，他就能清楚、绝对 以不能与主同工。因为主为我的益处，特别是为变
的答复哥林多人的问题，帮助他们也在他们的情况 化而安排环境，所以一切都是有益的。哈利路亚！
里与神成为一。
赞美主。
本章所启示另一个非常要紧的点是：凡是爱主、 祷告：“哦主耶稣啊，承认并接受环境是神所安排
为着祂并与祂是一的人，必须愿意接受任何一种环 的。在很多情况下，环境之所以与我的观念不符，
境或情况。例如，弟兄不信的妻子若愿留下，他就 是为了更新和变化我的观念。请你用这个环境，使
该接受这情况。但她若定意离去，他也该接受这环 我能变化，与主一致，与主同工。阿门！“
境。
Crucial Point⑶:新约里话成肉体的原则，
我们看见神总是在我们的环境里，这是非常要
即神与人调和，神和人一同说话。
紧的。我们可以说，环境实际上是化装的神临到我 OL1:因为保罗与主是一，他说话时，主就与他一同
们。表面上我们在某种环境里；实际上那环境是神 说话；因此，在林前七章，我们看见新约话成肉体
临到我们，是神与我们同在。在 24 節保罗说，弟 这个原则的榜样。
兄们，你们各人是在什么身分里蒙召，仍要与神一 OL2:在林前七章二十五节和四十节我们看见最高
同留在这身分里。” 请注意“与神一同”，这辞指 的属灵——一个人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被主浸透，
明我们接受环境，就是接受神。神在环境里面，也 甚至他的意见也发表出主的心意。
在环境背后。
林前7:40 然而按我的意見，她若守节更是有福；
我们再次看见，保罗有一个绝佳的灵，一个服 但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
从、知足且满足的灵。保罗没有抱怨。在他的灵里， OL3:如果我们被那灵浸透，我们所发表的乃是我们
他非常服从并满意于他的情况。无论他受到怎样的 所想的，但这也会是出于主的，因为我们与祂是一；
对待，他总不抱怨。对他而言，每个情况都出于主， 这就是经历基督作申言者活在我们里面，为神说话
他不会发起任何事情改变情况。保罗能说，“对我 并将神说出来。

林前七章是奥秘、深邃的。在本章保罗从未说 续祷告，交通。在当天就传达卖主要买。因为需要
“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保罗没有用这样的发表， 从银行借90%的购买费用，所以在融资审查批准下
原因是新约中使徒的教训全然是基于话成肉体的 来之前的约2周内，又进行了如下祷告：
原则。照着这原则，神在人的说话中说话。……主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话时，似乎祂是平凡的拿撒勒人，
没有迹象显示祂与众不同，并且法利赛人认为祂是
没有学问的人。但主耶稣乃是成为肉体的神，在祂
有成为肉体的实际。因此，祂说话的时候，神也说
话。事实上，祂说话就是神说话。神与祂一同说话。
这就是说，在主耶稣身上，神与人一同说话如同一
位。这是话成肉体的原则。
这与旧约申言（为神说话）的原则完全不同。
在旧约里，耶和华的话临到申言者，申言者只是神
我觉得这些召会的负责人的祷告，便是基于话
的出口。但在新约里，主与祂的使徒成为一，他们 成肉体的原则。
也与祂成为一，因此二者一同说话。祂的话成了他
们的话，而且不论他们说什么，都是祂的话。因此，
使徒的吩咐就是主的吩咐。保罗所说的虽然不是主
说的，仍然成为新约神圣启示的一部分。他与主是
一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当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
提出主的命令，他仍想他也有神的灵。他没有确定
地宣称他有神的灵，但他想他也有神的灵。这是最
高的属灵，乃是基于话成肉体的原则。
应用：服事者篇
旧约的申言者是神的代言人，新约的申言者是
话成肉体的原则中，主耶稣和申言的人调和为一，
为神说话，并将神说出来。
使徒17:16 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里面的
灵就受到激愤。
FN“他里面的灵”：指保罗人的灵，这灵由神的灵
重生，有主灵内住，且与那灵同行动，保罗就在这
灵里敬拜事奉神，这样的灵，因着在雅典的许多偶
像受到激愤。
使徒行传里的这句话，保罗他里面的灵受到激
愤。保罗并不是说神在愤怒，而是在自己的灵和神
的灵所调和的灵之中感到愤怒。
罗马1:9 我在祂儿子的福音上，在我灵里所事奉的
神，可以见证我怎样在祷告中，常常不住地提到你
们。
FN“我灵里”：这不是指神的灵，乃是指保罗重生
的灵。这与心、魂、心思、情感、意志或天然的生
命不同。在信徒这重生的人灵里，有基督和那灵与
信徒同在。在本书保罗强调，我们所是的一切，所
有的一切，和向神所作的一切，都必须在这灵里…
…这是他在传福音上的第一要点。
你事奉神的第一重要项目是“在我的灵里”。
这个灵是和神的灵调和的人的灵。不仅是神说，还
要和你的灵一同说话。这是新约的话成肉体原则。
神户召会在2019年11月末购入了三宫会所。我这个
举例说明。召会的负责人并不是这样祷告的：“主
啊，你想买还是不想买？我们无从得知，所以请求
你告诉我们。”而是

。负责人们这样祷告，去看了房子之后，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