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瞰#11 
大卫与亚比该预表争战的基督与争战的召会

5/16‐22 
I撒上二十五章一节下半至四十四节，记载大卫
对付拿八和亚比该: 
B大卫回应亚比该的请求，颂赞耶和华，因为祂
打发亚比该来迎接他；并称赞亚比该，因为她
拦阻他流人的血，亲手报仇。 
C亚比该的美丽和智慧夺了大卫的心；拿八死后，
大卫就娶她为妻，她作了大卫争战中的配偶｡ 
II大卫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基督: 
撒上25:28 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
主建立稳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并且
在你平生的日子，你身上查不出有什么恶来。 
太12:3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作的，你
们没有念过么?  
B大卫蒙神坚立，见于他一再胜过非利士人的事
上；所以他预表战士基督。 
C因着耶和华是战士，为我们争战，并且胜过我
们一切的仇敌，所以祂是我们的得胜，是我们
的胜利｡ 
D2b基督要同着作祂军队的新妇而来，并且祂要
同着作祂军队的新妇，与敌基督和他的军队争
战。 
E1得胜的基督在祂地上的职事里击败魔鬼，并
消除魔鬼的作为。 
2得胜的基督在祂的钉死里赶出这世界的王，废
除魔鬼，使执政的和掌权的被脱下，并且把死
废掉。 
3得胜基督的复活宣告祂胜过了死。 
4得胜的基督在祂的升天里，“掳掠了那些被掳
的；”祂释放我们脱离撒但霸占的手，将我们
带到宇宙的至高之处。 
5得胜的基督要以作战将军、战士的身分，带着
祂的军队，前来与敌基督和他以下的诸王，并
他们的众军，在哈米吉顿争战。 
III亚比该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 
A从撒上二十五章之后，亚比该一直在战士大卫
的身边，一直跟着大卫作战。 
B亚比该的预表描绘我们需要与受苦的基督是一: 
1基督的患难有两类：一类是为成功救赎，这已
经由基督自己完成了；另一类是为产生并建造
召会，这需要使徒和信徒将其补满。 
2b凡有分于召会的事奉，或有分于职事的人，
都必须预备好同受管家的患难；这意思是说，
为着尽管家的职分，我们必须甘愿付上任何必
需的代价。 
C亚比该的预表描绘召会与主耶稣一同有分于属
灵的争战: 
1b得胜者的总和成了新妇，作基督的配偶，而
这配偶成了基督的军队，在哈米吉顿击败敌基
督。 
 
 

启19:11 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哪，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忠信真实，祂审判、争战都
凭着公义。 
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
白又洁，跟随着祂。 
15 有利剑从祂口中出来，可以用以击杀列国；
祂必用铁杖辖管他们。 
2不仅神永远的定旨必须成就，祂的心愿必须得
到满足，神的仇敌也必须被击败；为此，召会
必须是战士。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
的权能，得着加力。 
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
挡魔鬼的诡计。 
12 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乃是与那些
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诸
天界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 
3a属灵争战的源头，都在于神的意志与撒但意
志之间的冲突。 
4撒但惧怕作为基督身体的召会，就是团体的战
士，与他和他的国争战。 
5基督要迎娶那多年与神的仇敌争战的人。 
启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13 祂的名称为神的话。 
IV亚比该的预表描绘信徒出到营外就了耶稣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 
A2b当我们在内室，在至圣所里，在隐密处摸着
主，我们如同书拉密女。 
歌6:13 回来，回来，书拉密女阿；回来，回来，
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书拉密女，
像观看二营军兵跳舞呢?  
C当我们在外面过生活，为主作见证，为主作工
时，我们就像亚比该，和大卫一同在旷野飘泊。 
B2我们就像书拉密女和所罗门留在象牙宫中，
在里面与主交通；我们也像亚比该跟随大卫争
战并受苦，在外面生活、作工。 
4在我们里面隐密处有书拉密女的享受，在我们
外面明显处有亚比该的生活。 
来10:19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 
20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 
来13: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
受祂所受的凌辱。 
来6:19 我们有这盼望如同魂的锚，又牢靠又坚
固，且通入幔内。 
20 作先锋的耶稣…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CP1在召会生活中与弟兄姊妹交通， 

照着内里运行的基督学习如何争战 

III亚比该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召会:A从撒上二

十五章之后，亚比该一直在战士大卫的身边，

一直跟着大卫作战:1亚比该嫁给大卫，是预表

一个从军的召会。2亚比该预表争战的召会，在

苦难中为神的国争战。B亚比该的预表描绘我们

需要与受苦的基督是一。1基督的患难有两类：

一类是为成功救赎，这已经由基督自己完成了；

另一类是为产生并建造召会，这需要使徒和信

徒将其补满。2b 凡有分于召会的事奉，或有分

于职事的人，都必须预备好同受管家的患难；

这意思是说，为着尽管家的职分，我们必须甘

愿付上任何必需的代价。 

保罗在歌罗西一章二十五节说，“我照神

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作了召会的执

事。”……这个管家职分就是新约里的职事。

新约的职事，乃是将包罗万有的基督那追测不

尽的丰富，分赐到神家的众人里面。使徒保罗

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圣徒里面。这正是我们今

天在这个职事里所作的。保罗在一章二十四节

说，“现在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并

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召会，在我一面，在

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为着将基督的丰富分赐到神君尊家庭的众

人里面，而尽神的管家职分，任何大小的苦难

都是值得的。……我们所有分的苦难，乃是为

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与救赎的完成绝无关系。 

召会是献给基督的新妇，也是与祂一同争

战，抵挡神仇敌的战士。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祂首先要迎娶祂的新妇。基督接受新妇之后，

祂与得胜者就要争战对付仇敌。 

启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

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13 祂的名称为神的话。 

14 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

白又洁，跟随着祂。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与大卫共同争战的亚比该予表与基督一同

争战的召会。因为你是神的召会的一员，在考

试，应试，资格考试，就职活动等的苦难中，

请刚强争战。争战是指积极的，殷勤地以得胜

为目标而努力。 

你能像亚比该一样，和大卫预表的主一同

争战的理由如下： 

❶召会生活你是亚比该予表的召会的一员。在

你的召会生活中能与弟兄姊妹交通是非常棒的

事情。在这种交通中，你可以借着信学会如何

争战。 

❷内住基督的活动 

歌1:29 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大能的

运行，竭力奋斗。 

内住的基督在你里面运行，让你经历基督，将

基督给他，建造基督的身体。 

见证我明白了在我得救后，依然过着得救之前

的Going down的生活的原因就是不争战。我是个

懒惰的人，性格消极，觉得“争战”很累，所

以避开了“争战”。但是，结果是Going down。 

得救后，渐渐地能与主一起争战了。最初

是在大学合气道的社团活动中，与主一同克服

了困难。我因为运动神经迟钝，所以不擅长运

动，但是只要和主一起争战，就会进步。那时，

我注意到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和他人

相比虽然在学习运动上要花更多时间，但是只

要投入时间就能和他人一样，甚至可以做得更

好”。以前因为不能像他人那样马上进步，所

以就放弃了。但是，现在因为与主一起，所以

能再稍微忍耐努力，并且突破。我发现了自己

的问题，那就是只关注眼前做不到的现状，觉

得怎么也做不到，于是放弃了。因着主的信，

现在我找到了能够稍微努力一点的自己，感谢

主，满了喜乐。而且，我的信心也大大增强了。 

在那之后，通过传福音与主一同参加争战。

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人得救了。之后，在

不擅长的药学的学习中，也与主一起，为了主

的见证而劳苦争战。在大学院的应试学习和大

学院的研究中，我经历了主做我的理解力、智

慧、忍耐力和突破力。感谢主。 

祷告哦，主耶稣，正如亚比该和大卫一同争战

一样，我作为召会的一员要和基督一同争战。

若不争战会带来Going down的生活。在考试、

应试、资格考试、就职活动等苦难中，我要坚

强，与主一同争战。为此，我在召会生活中要

与弟兄姊妹有交通，照着祂在我里面大能的运

行，竭力奋斗。 
  



 

 

CP2争战前与主亲密的交通， 

借着复活的力量，经历十字架，忍耐争战到底 

IV亚比该的预表描绘信徒出到营外就了耶稣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A2b当我们在内室，在至圣所

里，在隐密处摸着主，我们如同书拉密女。 

雅6:13 回来，回来，书拉密女阿；回来，回来，

使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书拉密女，像

观看二营军兵跳舞呢？ 

FN:二营军兵这里书拉密女被比作二营军兵在跳舞

庆祝他们的得胜。雅各遇见神的使者之后，将他

的妻子、孩子、和他其余所有的分作两队，或

‘二营军兵。’这二营军兵的属灵意义，乃是我

们得胜有余；…神不要那些在自己里面刚强的人，

祂只要脆弱的人，较软弱的妇人和孩子。他们能

成为祂的军兵，因为争战不在他们手中，乃在祂

手中。神需要一班与祂成为一的人，一班服从祂

并以柔顺的意志顺从祂的人。那些被算为配作得

胜者的人，将是较软弱、倚靠主的人。B2我们就

像书拉密女和所罗门留在象牙宫中，在里面与主

交通；我们也像亚比该跟随大卫争战并受苦，在

外面生活、作工。4在我们里面隐密处有书拉密女

的享受，在我们外面明显处有亚比该的生活。C当

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从幔内，从交通的内室出来，

他才能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受苦的耶稣。希

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

至圣所， 

20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

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 

13:13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

所受的凌辱。 

6:19 我们有这盼望如同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

且通入幔内； 

20作先锋的耶稣，…，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我们天天都在这两种光景中：一面在里面，

是书拉密女在幔内，在至圣所生活，享受复活得

荣的基督；另一面在外面，是亚比该出到营外，

在世界里生活，跟从一位卑微的耶稣。 

  我们好像走在一条窄路上，我们的光景就像

拿撒勒人耶稣。然而，当人难为我们、逼迫我们、

反对我们、折磨我们时，我们却在里面，享受复

活的基督。腓立比三章十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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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基督而言，祂是先经历受苦，尔后复

活；就我们而言，我们是先摸着复活，尔后经历

受苦。祂是先死尔后复活，我们是先复活尔后死。

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

也没有一个人能凭自己，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脚

踪。乃是当一个人里面碰着复活的基督，接触复

活的基督时，复活的基督在他里面，他才能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加二20）。 

应用:在职、大院生篇 

在与主一起争战之前，里面要像的书拉密

女一样，从作为宗教观念的营外出来，在与主

的亲密交通中享受主。然后你就可以跟随主出

去，打属灵的争战。神的经纶就是我们来到主

面前，享受主，彰显主，在主的生命中，为了

神的经纶管理一切人、事、物。所以，在聚会

服事或开始工作之前，你应该先在里面来到主

这里，与主亲密交通，摸着主的爱，被主充满。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服事中在主里，与主一同，

为了主的见证，来服事和工作。 

见证当我在美国总部与总部的董事进行为期三

天的重要会议时，无法得到总部副老板的理解，

结果一团糟，令人难以忍受。当时认为，如果

放着这个情况不管，将极大地阻碍所有项目的

推进。在参加会议之前，我用足够的时间与主

交通，但结果并不好，我很失望。然而，在会

议后回家的路上，我有机会与这位副老板的上

司上级副总裁单独交谈了 7-8 分钟。我抓住这

个机会，觉得为了公司的利益，为了我的许多

下属，我应该再解释一遍，于是我凭着信心，

变得进取，和他说话。我谨慎选择了措辞，但

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担忧（通常不可能对上司的

上司说出对上司的担忧。我有觉悟在最坏的情

况下就要辞职）。他很认真地听我的说话。因

为我尽力了，所以我能够恢复平安，信靠主，

把情况交托给主。 

出乎意料的是，主用了这么短的对话，不

久我的美国的上司换了另一个上级副总裁（后

来我才知道，原来的上司自己退休了。没有圣

灵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在新上司的理解和大

力支持下，我得以在许多项目中取得成功。如

果我变得保守，不积极与上级副总裁交谈，我

的老板就不会改变。如果是这样，许多项目就

不会有果效地成功。  

我从中学到的是❶在会议前与主个人地交

通，摸着主的爱，借着复活的生命经历十字架，

让主活在我里面❷就算会议表面上进展不顺利，

借着与主亲密的交通得着复活的能力，忍耐争

战斗到底。太24:13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祷告哦主耶稣，在召会中服事之前，在开始工

作之前，里面先来到主这里，与主亲密的交通，

摸着主的爱，享受主。然后你就可以照着主出

去，打属灵的争战。照着里面的感觉，借着信

心而进取。在遇到患难时，在里面，享受复活

的基督，模成他的死，学会忍耐争战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