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基督的同伙为着神的权益争战(民数記結晶读经)

地步，使神憎恶他们。３．他们的光景带来神的
审判和惩罚。
Ⅰ．哥林多前书以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作新约信 Ｅ．约书亚和迦勒以神的话为他们的信：民 13:30
徒的预表：林前 10:11 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迦勒在摩西面前使百姓安静，说，我们立刻上
都是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生在 去得那地吧，因为我们足能得胜。
诸世代终局的人。
14:9 只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
Ａ．保罗警戒信徒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历史，行恶 地的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荫庇他们的
事得罪神。
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
Ｂ．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标，乃是要他们进入应 他们。１．约书亚和迦勒相信神的话，顺从主，
许之地，享受那地的丰富，使他们能建立神的国，向着目标竭力往前。水
并在地上成为神的彰显：１．然而，他们虽然都 ２．约书亚和迦勒尊重神，所以神也尊重他们。
借着逾越节蒙了救赎，脱离了埃及的暴虐，并被 ３．只有神是信心的源头；我们若要有信心，就
带到神的山，接受神居所—帐幕—的启示，但因 必须学习顾到神的权益，而不顾自己的利益。４．
着他们的恶行和不信，几乎全数倒毙在旷野，无 在圣经里约书亚和迦勒的榜样，给我们看见什
法达到这目标。２．唯有迦勒和约书亚达到目标， 么是相信：ａ．在民数记十三至十四章，得胜的
进入美地。民 14:29-30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不是约书亚和迦勒，乃是他们所信靠的那一位。
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就是按所计算的数目， ｂ．神作了一切，他们只是享受神所作的。５．
从二十岁以上，向我发过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 我们该跟从约书亚和迦勒的榜样；他们满有信
要赐给你们居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 心。
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３．这表征我们虽然 Ⅲ．
我们需要作今日的迦勒，就是基督这真约书亚的
借着基督蒙了救赎，脱离了撒但的辖制，也被带进 同伙：
神经纶的启示中，我们仍可能无法达到神呼召我们 Ａ．基督是救恩的元帅，乃是真约书亚，带领我们
的目标，就是进入我们美地—基督—的产业，为着 据有那地；我们是今日的迦勒，乃是祂的同伙，和
神的国享受祂的丰富，使我们能在今世成为祂的彰 祂一同与仇敌争战，一同得着并据有那地：来2:10
显，
并在国度时代有分于对基督最完满的享受。
４． 原来万有因祂而有，借祂而造的那位，为着要领许
这对所有新约的信徒，该是严肃的警告，不要重 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救恩的
复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ａ．没有神的怜悯和 创始者，这对祂本是合宜的。3:15 我们若将起初
恩典，我们会和以色列人一样。ｂ．我们需要读 的确信坚守到底，就必作基督的同伙了。
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像读我们的历史一样，仔细 １．基督已为神所膏，以执行神的使命；我们是基
地注意民数记十三至十四章。
督的同伙，与祂一同执行神的使命。２．希伯来三
Ⅱ．所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中，只有约书亚和迦 章七至十四节是论到进入美地；这进入美地的预表，
勒二人进入美地：
就是在约书亚的领导之下进入美地，迦勒在据有美
Ａ．虽然以色列人都是被赎的，但只有两个得胜 地上，是他的同伙。３．今天基督是真约书亚，我
者，约书亚和迦勒，得着美地为奖赏。月
们是祂的迦勒，祂的同伙。４．我们作基督的同伙，
Ｂ．按照民数记十三至十四章的记载，百姓有不信 正与祂同工并与祂合作，以实现神的愿望，得着祂
的恶心：１．没有一件事比不信更得罪神。来 3:12 自己团体的彰显。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 Ｂ．迦勒有另一个灵，以另一个灵专一跟从主，
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２．不信实在太恶了， 这灵与所有其他的灵不同。木
因为侮辱了这位活的、信实并全能的神；我们若不 Ｃ．我们要决心决意地和主站在一起，就像迦勒那
信神，不信祂的作为，不信祂的法则，就是侮辱祂。 样，专一跟从神。书 14:8 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
３．没有一件事比不信更侮辱神，也没有一件事比 兄使百姓的心融化；但我专一跟从耶和华我的神。
信祂更尊荣神。约 14:1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你 14 所以希伯仑作了基尼洗人耶孚尼的儿子迦勒的
们当信入神，也当信入我。火
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一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
Ｃ．因着百姓不信神，也不信祂的话，甚至向神 神。１．迦勒专一跟从主，因为他知道神要以色列
发怨言，神就在怒中起誓，他们这一代所有不信 人进入美地。２．神既要他们进入美地，就必为他
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进入美地；唯有约书亚和迦 们争战并作成一切。
３．
迦勒知道神要为他们争战，
勒才能进去。
毁灭仇敌。
Ｄ．就如十个探子的恶信和百姓的怨言所指明的， Ｄ．约书亚和迦勒不惧怕拿非利人或迦南地的居民，
以色列人不顾神，只顾自己：１．在一切事上，并 反而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１．迦勒相信拿
在每一方面，他们都是为着自己，而不是为着神的 非利人（亚衲人）会被击败并成为他们的食物，因
权益。２．因此，他们不信神，并且得罪神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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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知道神已应许将他们带进那地。２．迦勒的经
历显示，我们越多吃拿非利人，我们就越刚强；迦
勒到八十五岁还是满有活力，因为多年来吸收了许
多亚衲人，
在他里面就造出一个不衰老的构成。
３．
我们与仇敌的争战对于仇敌是失败，但对于我们
乃是食物；被打败的仇敌是最好吃的食物。４．
仇敌将是我们的食物，把他吞食下去，我们就必
得饱足。金
Ⅳ．我们作为今日的迦勒为神的权益争战，要
紧的就是要看见由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
的异象，并且要征服撒但的混乱，而在神圣的
经纶中得胜：罗 16:20 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
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的恩，与你们
同在。
Ａ．美地，也就是迦南地，乃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
预表；这位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祂对我们
乃是一切：
１．美地供应以色列人所需要的一切：水、小
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
树、动物、奶、蜜、石头、铁、铜。２．美地
的确预表包罗万有的基督，三一神的具体化
身，赐给我们作我们的基业。
Ｂ．我们要据有美地，就需要从事属灵的争战，
征服撒但的混乱，而在神圣的经纶中得胜：１．
宇宙的历史乃是神的经纶与撒但的混乱的历史：
ａ．撒但是混乱的源头，而神自己就是神圣的经
纶。ｂ．在圣经里，并在我们的经历中，撒但的
混乱总是与神圣的经纶并行。２．神不是拯救我
们脱离混乱，乃是要我们与祂是一，征服撒但毁
坏的混乱，并完成神圣建造的经纶。３．当我们
遭受混乱，我们需要为神圣的经纶站住，且活出
神圣的经纶。提后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
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
经守住了。４．得胜者征服撒但的混乱，而在神
圣的经纶中得胜：ａ．得胜者遭受混乱，却不失
望也不沮丧，反而得加强，能够照着真理为神圣
的经纶站住，且活出神圣的经纶。ｂ．我们征服
混乱，乃是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作
全足的恩典。土
Crucial Point①:听信的话，讲说信的话
OL1:因着百姓不信神，也不信祂的话，甚至向
神发怨言，神就在怒中起誓，他们这一代所有
不信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进入美地；唯有约书
亚和迦勒才能进去。
OL2:就如十个探子的恶信和百姓的怨言所指
明的，以色列人不顾神，只顾自己。
OL3:约书亚和迦勒以神的话为他们的信。
我们的信心可能非常微弱，甚至几乎不存
在。既然如此，我们该学习在神面前谦卑，承
认自己信心软弱，求祂赦免我们。这是我们在

神面前该有的灵。然而由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指
明，他们没有顾到神，只顾到自己。…以色列
人…并没有为神考虑，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他们一点也不顾到神，只顾到自己的安全、平
安和生存。他们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也不在神
面前谦卑自己。至终，他们得罪神到一个地步，
使神憎恶他们。
他们成为可憎恶的，是因为他们太过为着
自己。他们事事处处都是为着自己，不是为着
神的权益。他们只要有一点是为神的权益着想，
他们就会说，“神啊，你对我们那么好，我们
真爱你。我们愿意为你的定旨牺牲前途、安全、
保障、存在并一切。我们忘记我们的利益。我
们只顾到你定旨的完成。为了你的定旨，让我
们前去据有那地”。
信总是实际而真实的，环境是谎言。要听
从信，不要听从谎言。我们的环境如果好，我
们不需要信。当我们在为难的环境里，我们需
要信。烦恼、忧虑甚至身体的病痛，都是谎言。
信总是告诉环境，它是谎言，它不是巨人。否
认环境就是信。在民数记十三至十四章，约书
亚和迦勒以神的话为他们的信。…但迦勒和约
书亚相信神的话，顺从主，向着目标竭力往前，
这必定不是在魂里，乃是在灵里。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来 11：1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质实，是未见之
事的确证。
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
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祂赏赐那寻求祂
的人。
你信入主的名，受浸，得救，成为信徒。
在基督徒的生活和召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要
有信。信事实上不是天然的能力。信是由于听
神的话。因此，不要因为在你里面没有信而着
急。你天然的人里面没有信。但是越祷读主话
和读属灵书报，里面的信就会越多。因此，每
天早上 5 到 30 分钟晨兴时间对你来说非常重
要。我们必须在早上祷读主话，避免在没有信
的情况下上学。罗 10：17 可见信是由于听，
听是借着基督的话。
一旦你对神的经纶有信心，就必须操练灵
持有这种信心。例如，你正在为提高学习成绩
而烦恼。或者，与班级里的某些人相处得不好。
在这个时候，你看情况越多，你就越软弱。不
要相信恶劣的环境或情形，而要相信主的话。
约 14:1 你们心里不要受搅扰，
你们当信入神，
也当信入我。来 4:2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话与他们无益，
因为这话在听见的人里面，没有与信心调和。
神的话是说，不要因为环境恶劣而不安。当你

将要不安时，要操练灵，通过祷读神的话来保 处顶少，但是你能很明显地看见，在他们的生活中
持信心。
软弱却是不少。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力量，因为亚
民 13:31 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 衲人吃得太少了。…撒但所给我们的每一个难处和
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32 那 试探，都是我们的食物。这就是神所给我们长进的
些探子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 办法。没有信心的人，一看见难处，就说不得了了。
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 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就要说这是我的食物。感谢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33 我 赞美神，没有一个放在我们面前的难处是不能吃的，
们在那里看见拿非利人；（亚衲人的子孙就是 没有一个难处吃了之后是不能叫我们长进的。
拿非利人的一支；）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
我们若是不参加争战，我们就必挨饿。有每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14:9 只是你们不可背 日的吗哪还是不够；我们必须把仇敌吞吃下去。
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民；因为他们是我 仇敌将是我们的食物，把他吞食下去，我们就必
们的食物。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 得饱足。弟兄姊妹们，你和我必须有活的信心往
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前去，争战而吞食仇敌。…那个被打败的仇敌是
罗 10:10 因为人心里信，就得着义；口里承 最好的食物，最好吃的食物。
认，就得救。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祷告：“哦主耶稣，在学校生活中有许多艰辛
对不信的十名探子来说，以色列的子民是迦
和让人失望的情形。但是，我不相信环境，而 南人的食物，对有信心的两位，约书亚和加勒来说，
是相信神应许的话。十二名探子中有十人相信 迦南人才是以色列子民的食物。尽管看到了同样
环境，反对攻击迦南地。但约书亚和迦勒相信 的情况，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一个是不信的
神并相信神的话。让我成为今天的约书亚和迦 反应，另一个是信的反应。你应该在这里看到基督
勒。我操练灵，将神应许的话与我的灵调和。 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不是民主主义的少数服从多数。
圣别我的口，不说不信的话，让我说出信的话。 就民主主义而言，十比二，是不信派压倒性地获胜。
我要忘记自己的需要，顾到神的经纶。凭着信 但是，我们的道路是信的道路，不是民主主义的道
心，突破困难。阿门！”
路。还有你应该认识到信的反应和不信的反应是
Crucial Point②:借着信，吃掉困难(亚衲人)。
完全相反的。
OL1:我们要决心决意地和主站在一起，就像迦勒
无论环境多么困难，如果环境与圣经的话相
那样，专一跟从神。
反，那环境必定被信征服。例如，在日本的公司
OL2:约书亚和迦勒不惧怕拿非利人或迦南地的居 存在很多不合理的不屈不饶主义和规定。现在根
民，反而说，
“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据政府推进的改革工作方式，情况慢慢有在改善，
从迦勒的眼光看来，这些人虽然身量高大， 但很多不合理的习惯也在强烈地蔓延。这种情况
但他们是神百姓的食物。他不只重看神的应许， 妨碍了信徒们的召会生活。但是，你借着信必须
并且还轻看所有的难处。一切真有信心的人，总 相信可以突破在日本企业中存在的文化障碍。因
是一面重看主的应许，另一面轻看所有的难处， 为我们的神是从死复活的神，无论在怎样消极的
但这并不是说人可以骄傲。人需要在神的面前先 环境中，即使是死也能胜过。
谦卑，然后他才会站在主的得胜上面。
祷告：
“哦--主耶稣，我借着信，相信你的应许，轻
你每一次碰着难处，每一次碰着没有办法的事，看困难。我如果说不能，就不能。如果说能就能。
你就得问说，我这一次要饿呢，或者是要吃呢？你 借着信突破困难，把亚衲人当做食物吃。让我做今
在那一件事上，如果靠着基督的能力得胜，让基督 日的加勒吧。赞美主。阿门！
”
得胜的生命显出来，你就多得一次滋养，你的力量
又加增一次，你又吃了一顿。请你记得，没有一个
人是能不吃而长大的。我们的食物，不只是神的话，
不只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食物也是亚衲人—我
们所遇见的难处。许多人吃了神的话，许多人把遵
行神的旨意当作他们的食物，但是许多人没有吃亚
衲人，许多人吃亚衲人吃得太少了。越多吃亚衲人，
你就越刚强。迦勒是一个好例子，因为他吃亚衲人，
所以到八十五岁还是顶刚强。他在四十岁的时候力
气是如何，到了八十五岁还是如何。许多亚衲人在
迦勒的里面造出一个不老的迦勒来。在属灵的事情
上，都是如此。许多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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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直等到祂来。这含示我们在擘饼记念主，陈
Ⅰ．记念主—以主为中心：
列祂的死时，同时也在等候主来。这表明我们该在
１.吃主的晚餐-②享受主：
等候主来的灵与气氛中，陈列着主的死而擘饼记念
太26：26 耶稣拿起饼来…就擘开，递给门徒， 祂。
说，你们拿着吃。
２．赴主的筵席：林前10：16-17 我们所祝福
路22：19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 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
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么？因着只有
太26：27-28 又拿起杯来…递给他们，说，你 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
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分受这一个饼。
路22：20 为你们流出来的。
吃主的晚餐是重在记念主，这是林前十一23-25
林前11：24-25 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 告诉我们的。赴主的筵席，是重在和众圣徒交通，
的是记念我。
这是林前十16-17和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的。
擘饼的中心虽是记念主，但这记念不是仅仅想
在擘饼的时候，我们是同吃一个象征基督身体
念到主和主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乃是更享受主和主 的饼，同喝一个象征基督之血的杯。我们大家同吃
为我们成功的一切。主说，我们吃祂的饼，喝祂的 分受一个饼，同喝分享一个杯，含有彼此交通的意
杯，就是记念祂。祂的饼和祂的杯，乃是指明祂的 思。这交通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使我们有的。所以
身体和祂的血。所以吃祂的饼，喝祂的杯，就是吃 这交通成了基督之血的交通，和基督身体的交通。
祂的身体，喝祂的血。祂的身体和祂的血，是祂为 这样共同吃喝，分享主的饼、主的杯，就是“有分于
我们舍的自己，也是祂为我们成功一切的凭借。并 主的筵席”
。在这筵席上，我们与众圣徒一同分享主
且吃与喝，不只是接受，也是享受。我们吃主的身 的身体和主的血，互相有交通。我们所同享基督的
体，喝主的血，不只是接受，并且是享受主自己， 血，除去了我们众圣徒之间一切的障碍。我们所同
和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功的一切。我们这样接受，享象征基督个人身体的饼，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
这样享受主和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所成功的一切，就 众人成了一个饼，象征基督一个团体的身体。在吃
是记念主。我们这样吃主、喝主、享受主，才是真 主晚餐的一面，饼是指着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舍
正的记念主。这是吃主晚餐高深的意义。
去祂个人的身体。但在赴主筵席的一面，饼乃是指
我们这样在主的晚餐里，吃主、喝主、享受主， 主借着从死里复活，重生的一切圣徒，所构成祂团
也是我们的宣告和见证。宣告，是宣告我们是与主 体的身体。前者是实体的，是为我们受死所舍去的；
联合，且是与主调和的，犹如饼接受到我们身内之 后者是奥秘的，是由众圣徒在主的复活里所构成的。
后，与我们调和一样。见证，是见证我们平日乃是 所以我们每次擘饼，一面是接过主为我们在十字架
借着吃主、喝主、享受主，以祂为生命而活着的。 上所舍的身体，以记念祂，享受祂；另一面又是享
我们擘饼吃主、喝主，乃是表明主借着祂的舍身流 受祂从死里复活，所产生奥秘的身体，和众圣徒一
血，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也就是见证 同在祂这奥秘的身体里有交通，见证祂这奥秘身体
我们因着接受主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和祂为我们所 的合一。这不光是我们和主自己的关系，也是我们
流的血，已经有分于祂和祂为我们所成功的一切， 和众圣徒的关系。
与祂有了联合，现在凭祂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 应用：青少年(小学 5 年级到中高生、大学生)、
应而活着。这是我们擘饼的宣告，也是我们擘饼的
新人篇
见证。
祷告：
“在擘饼吃主的晚餐，吃主为我所舍的身体，
③陈列主的死：林前 11：26 “你们每逢吃
接受并享受主为我所流的血。向宇宙宣告，有分
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等到祂
于主所完成的一切，主作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供
来。”。
应而活。凭着擘开的饼和杯陈列主的死，等候祢
这节经文里的宣告，含有表示、陈列的意思。 的再来。还要凭着主的筵席与众圣徒有交通，见
我们每逢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是记念主，同时也 証奥祕身体的一。阿利路亚！”
是陈列主的死。我们不是记念主的死，乃是记念主。
但在记念主的同时，我们把主的死陈列出来，给我
们自己看，也给天使和万有看。我们记念主的时候，
是把饼和杯分开陈列在桌子上。饼指主的身体，杯
指主的血。身体和血分开，乃是表示死，如此就把
死陈列出来。我们擘饼记念主的时候，就是这样陈
列主的死。
在此所引的经文说，我们这样记念主，陈列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