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罪銀爲着編組成軍，
爲神在地上的權益和行動爭戰：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32

2016.4.11-17

Ⅰ．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班編組成軍隊的人，打屬靈的仗，爲神在地上的權益和行動爭戰：
出30:12 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數點的，計算總數；你數點的時候，他們各人要為自己把贖價
給耶和華，免得數的時候，在他們中間有災殃。13 凡被數點的，每人要按聖所的舍客勒，
（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交銀子半舍客勒；這半舍客勒是獻給耶和華的舉祭。14 凡被數
點的，自二十歲以上的人，要將這舉祭獻給耶和華。
Ａ．屬靈的爭戰是必需的，因爲撒但的意志在對抗神的意志。
馬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
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聖經說，我們必須爲着國度悔改。神的國實際上就是神聖意志的行使。當罪人爲着神
的國悔改時，他們就從撒但那一邊轉到神這一邊，就是轉向神的國，神的意志。一個人
從撒但的意志轉向神的意志之後，就必須相信主耶穌並且受浸。藉着受浸，他從黑暗的
權勢，就是撒但的意志，遷到神愛子的國裏。
我們是照着實際、憑着恩典行事，我們是活在愛和光中，並且我們也爭戰，爲要征服
撒但的意志。我們的行事爲人是爲着完成神的定旨，我們的生活是爲着基督的滿足，並
且我們的爭戰是爲着擊敗神的仇敵。
Ｂ．屬靈爭戰的目的，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
啓12:10 …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
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們的控告者，已經被摔下去了。
Ｃ．神有許多仇敵，並且無論在那裏，祂都不受歡迎：
１．神因着這麼多的仇敵，在地上就沒有行動的自由；神需要爭戰，好毀滅祂的仇敵。
２．按照以弗所六章十至十八節，召會必須是戰士，與神的仇敵爭戰。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得著加力。11 要穿戴神全副的
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1

Ⅱ．香壇與遮罪銀之間的關係，其屬靈的意義乃是：我們在香壇禱告，爲着編組成軍，爲神
在地上的行動爭戰（出30:1-16）：
出30:1 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座燒香的壇。2 …壇的四角要與壇接連一塊。
15 你們為自己遮罪，將舉祭獻給耶和華的時候，富足的不可多交，貧窮的也不可少交，各
人要交半舍客勒。
16 你要從以色列人收這遮罪銀，作為會幕事奉之用，可以在耶和華面前為以色列人作記
念，為他們遮罪。
Ａ．帳幕表徵神具體化身在祂的選民裏面，爲着祂在地上的行動；帳幕以及與其有關的一
切，都是爲着神的行動（25:8-9）：
１．在香壇的禱告，是爲着神的行動；因着神的眾仇敵反對神的行動，神就藉着爭戰而行
動。
民10:35 約櫃往前行的時候，摩西就說，耶和華阿，求你1興起，願你的仇敵四散；願恨
你的人從你面前逃跑。
２．神的子民尤其需要爲着編組成軍禱告，好爲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以完成祂的定旨。
弗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
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我們在香壇那裏…需要禱告。然而，我們不該爲自己和自己的利益禱告，乃該爲神的
行動和祂的權益禱告。爲神的行動和權益禱告，就是代求的禱告。
３．這代求禱告的結果乃是數點神的百姓，編組成軍，與反對神行動的仇敵爭戰，就是與
美地居民所豫表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爭戰。
４．當神有了這樣的軍隊，祂就能在地上爲着祂的權益有所行動。
Ｂ．男丁有資格從軍的年齡，其屬靈意義乃是：我們若要在軍隊裏爲着神的行動爭戰，就需
要成熟：
希伯來書5:14 只有長成的人，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
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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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二十歲以上的男丁都要付半舍客勒銀子，表徵要從事屬靈的爭戰，必須在生命上成
熟：
ａ．我們要在軍隊中，爲神的行動爭戰，就必須靈裏剛強，並且長大，直到我們屬靈的
年齡滿了二十歲。
弗4: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ｂ．變化乃是在我們天然生命裏的改變；成熟乃是被那改變我們的神聖生命所充滿。
希伯來書6:1 所以，我們既離開了那論到基督之開端的話，就當竭力前進，達到完全、
成熟，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脫開死行，信靠神，、
ｃ．神要主宰的用人、事、物倒空所充滿我們的一切，除去我們先入的一切，使我們的
度量增加，好被祂充滿。羅馬書8: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
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２．今天在主的恢復裏，迫切需要成熟；我們更多的人急切需要長大，達到成熟，好彀資
格被編組成軍。
腓立比書3:15 所以我們凡是長成的人，都要思念這事；你們若思念任何別的事，神也
必將這事啟示你們。
３．在香壇所獻上的代求，乃是爲着信徒的長大成熟，好形成軍隊。
弗4:13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
人，達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４．我們越在香壇那裏禱告，就越看見成熟的需要是迫切的，也越爲着需要在生命裏長
大成熟有急切的禱告。
林前2:6 然而在長成的人中，我們也講智慧，但不是這世代的智慧，也不是這世代有
權有位正被廢掉之人的智慧。16:13 你們要儆醒，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要作大丈夫，要
剛強。
５．惟有這樣一支軍隊形成，神纔能爲着祂的定旨在地上行動；若沒有由成熟之人所形成的
軍隊，神就無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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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按照遮罪銀的豫表，我們所憑以爭戰的基督乃是升天的基督，在諸天之上的基督：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的
右邊，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
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１．作爲舉祭的半舍客勒銀子，豫表神的子民所經歷並付出作爲遮罪銀的升天基督。
出30:13 凡被數點的，每人要按聖所的舍客勒，（一舍客勒是二十季拉，）交銀子半舍客勒；
這半舍客勒是獻給耶和華的舉祭。

舉祭比搖祭更進前一步；也就是說，升天的基督超越過復活的基督。在升天裏，基督
擊敗了祂的仇敵。
半舍客勒的意義是甚麼？…不是豫表成爲肉體的基督、釘十字架的基督，甚至也不
是豫表復活的基督。作爲舉祭的遮罪銀，乃是升天基督的豫表。
我們需要經歷這樣的基督，才有作爲半舍客勒的基督。換句話說，半舍客勒銀子表
徵我們所經歷並付出作爲丁稅的升天基督。
我們在聚會中，必須是在諸天之上；不然，我們就不能盡功用。每當我們沒有與基督
一同在諸天之上，我們就無法在聚會中盡功用。當我們合式的盡功用時，我們就真是
在升天的基督裏。
２．爲着屬靈的爭戰，我們對基督的經歷必須達到最高點，就是與祂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並且不是在自己裏，乃是在升天的基督裏爭戰。
Ⅲ．我們需要經歷基督作遮罪銀，爲着神的建造和行動：
Ａ．在香壇禱告的結果乃是數點以色列人，爲要編組成軍，爲着神在地上的權益爭戰：
民1:45 這樣，凡以色列人中被數點的，按他們的宗族，從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46
所有被數點的，共有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名。
１．召會要成爲神的豐滿，神的彰顯，就必須是戰士，從事屬靈的爭戰。
創1:26 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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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香壇禱告的結果，乃是主對眾召會的眾聖徒作了一次『軍事人口調查』；凡被數點的
人都彀資格爲着神在地上的行動出去爭戰。
民2:32 這些就是以色列人，按他們的宗族被數點的；所有在諸營中按軍隊被數點的，
共有六十萬零三千五百五十名。4:23 從三十歲直到五十歲，凡進來事奉，在會幕裏辦
事的，你都要數點。
提後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Ｂ．逾越節的羊羔完全且絕對是爲着救贖的，對全體百姓都通用；但遮罪銀只適用於那些彀
資格形成神軍隊的人：

逾越節的羊羔和遮罪銀之間有個重要的區別。逾越節的羊羔完全且絕對是爲着救贖的，對
全體百姓都通用。但贖價銀乃是在應用到那些彀資格編組成爲神軍隊的人身上時，才與救
贖有關。假設有些神的選民不滿二十歲，想要納半舍客勒的贖價銀，因着他們年齡不足，尚
未成熟，就不彀資格納贖價銀。然而，藉着逾越節的羊羔所完成的救贖，年齡並不是個因素。
所有以色列人，無論年齡大小，都彀資格被羊羔救贖，連才生的嬰孩也彀資格蒙救贖。有些
聖經教師一向忽畧了羊羔的救贖和贖價銀在資格上的不同。

１．因着我們天然的人不彀資格被徵召進入神的軍隊，所以我們必須出代價經歷基督作
我們的救贖，就是遮罪銀所表徵的。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別和救贖，
２．救贖的意思乃是我們被帶回歸神，我們天然的人被神了結，並且我們被基督重新構成。

基督作我們每天的公義，使我們成爲聖別、分別的人。我們不再是凡俗的；反之，我們
與別人有別。所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基督不但該是我們的公義，也該是我們的聖
別。我們得聖別並分別歸神，我們也就得救贖。這就是說，我們被帶回歸神。每當夫妻
爭吵的時候，他們就離開主。但基督成爲他們的公義和聖別，他們就自然而然被帶回
歸神。這是救贖。…救贖包括了結、頂替以及被帶回歸神。因此，救贖實際上就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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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爲着神建造和行動的遮罪銀稱爲舉祭，表徵升天的基督，是那些能出去打仗之人所付出
的代價：
１．舉祭表徵復活並升天的基督，就是在諸天界裏的基督。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２．所交作爲舉祭的半舍客勒銀子，被神用來爲着建造帳幕：
ａ．整個帳幕寄託於一百個銀卯座，表徵召會乃是寄託於我們所經歷之升天的基督。
出38:27 用那一百他連得銀子，鑄造聖所的卯座和幔子柱子的卯座；一百他連得共作
一百個卯座，每個卯座用一他連得。
ｂ．柱子的銀柱頂，以及銀鉤和連絡的杆，表徵我們所經歷之升天的基督成了召會的榮耀、
力量和聯結的能力。
出38:28 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銀子，作柱子上的鉤子，包裹柱頂並作連絡的杆。

沒有遮罪銀，神的居所就無法建造起來。不僅如此，沒有遮罪銀，神的居所也無法行
動。遮罪銀爲卯座、柱頂、柱子上的鉤子和杆提供了材料。遮罪銀也關聯到二十歲以上
男丁的數點；他們要被徵召，編組成軍，爲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
３．所交作爲舉祭的半舍客勒銀子，是給神用來爲着編組成軍：
ａ．遮罪銀是舉祭，表徵在升天裏的基督，這指明惟有那些守住升天地位的人，纔能從升
天超越的地位，攻打空中的仇敵。
弗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裡，
ｂ．爲着神在地上的行動，我們必須編組成軍，憑着在升天裏寶貴的基督，在身體裏打屬
靈的仗。

只有一種人能彀有屬靈的爭戰，就是蒙了救恩，從死裏復活過來，與基督一同坐在天
上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從天上攻打空中的仇敵。
我們應當說，『在神的軍隊裏我絕不憑自己爭戰，惟有在基督裏並憑着基督，我才去。
我有基督作我的半舍客勒，作我的贖價銀。祂是寶貴而有價值的。』我們若要在神的軍
隊裏爭戰，就需要單單憑着這位寶貴的基督來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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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生活篇
① SOFTBANK的CEO說商場就是格鬥。另外，聖經也說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是格鬥。
SOFTBANK的CEO是為了賺錢和名譽格鬥，我們是為著神的經綸對抗撒但，做屬靈的爭
戰。
② 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是享受的生活，同時也是爭戰的生活。信徒普遍上對享受會喜樂，
但對於爭戰大多想盡量避免，覺得太辛苦而不想爭戰。然而，不爭戰的的信徒只有敗北的
下場。不爭戰的話，就會被撒但抓到、被強迫在痛苦的奴役狀態中。對基督徒而言，事實
上沒有不爭戰的選項。其實這世界上的在職生活也是一樣的。
③ 關於屬靈爭戰，請參讀以下經節：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得著加力。12 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
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
跤。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
得住。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
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④ 為著屬靈的爭戰，我們應該要有香壇的禱告、為著神經綸的前進有代求的禱告。請參讀以下
信息精髓：

我們已經看見，在香壇的禱告，代求，乃是爲着神的行動；神的行動需要一支能爲着祂權
益爭戰的軍隊。我們由此便能明白香壇(出30:1-10)和遮罪銀(出30:11-16)之間的關係。我
們能瞭解，爲甚麼描述過香壇之後，緊接着就提起遮罪銀。在香壇禱告的結果乃是數點以
色列人，爲要編組成軍，爲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
⑤ 實際上的在職生活，你必須要在主裡、在基督身體裡的生活中，維持爭戰的靈、站立得住。
不然，就會陷入撒但罪的誘惑、一不小心就陷在撒但的詭計裡，落入大混亂的狀況中。例如，
被迫一直加班的生活、無法過召會生活、對主的心因著擔心經濟的需要而被遮住，過於擔心
人際關係而被迫參加喝酒應酬、陷入罪的快樂誘惑中等等。神的心意，要你在個人、團體裡
大大彰顯基督、代理神的權威、支配一切。但是，若你不警醒爭戰，就無法管理環境狀況，反
而被支配。你要認識到能夠支配、持守信心爭戰，讓主的見證往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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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42霊的な戦い―神の武具を着ける
イ ェ ス の 名 に か た く 立 ち , 主の 勝利 し んじ る ;
自己や才のうによらず, 血気の武具もちいず;
かみの武器を身に着け, しん仰のたてを取り,
てきの投げやりを消し, 霊のつるぎ受ける。
見よ,てきはけっ集する, なが持ち場まもれ！
やみのなか,てきせまる, 主によりてい抗せよ！
なれがしりぞくならば, ぜん軍はどう揺する;
兄だいたちのこころを なれゆえくじくな。
ときはみじかいと知り, サタンいかりくるう,
たたかいのまえでさえ, なが霊をくるしめる。
誘わく,試れん,苦なんは, ますますおおくなり,
よみのちから攻め寄せ, おそろしさは増す。
このようなじょうけいに, いかに振る舞うや？
あん易,安らくもとめて, てきに食われるのか？
苦難の増すことにより, さらにゆう気出すか？
生きるも,死ぬるもただ, 主のほまれのため！
主のためにかたく立て; 主イェスはしょう利者！
苦つう,なお耐えしのべ, かの日にいたるまで。
間もなくイェスは来たり, たたかい,しゅうけつす;
いま,主のため苦難受け, かの日,権威受ける。

887

3.The devil knows his time is short,
He is the more enraged,
And by his wiles would weaken us
Before the battle's waged.
The trials now more numerous are,
The suff'ring e'en more sore,
The force of hell opposing us
More dreadful than before.

1.

2.

3.

4.

5.

642C屬靈的爭戰－穿上神的軍裝
當奉耶穌這名站住，信祂得勝站住；
不靠自己力量站住，不靠才能站住；
不要使用血氣兵器，只用聖靈寶劍；
穿上神的軍裝服役，滅盡仇敵火箭。
看哪，仇敵正在聚集，故當守你地場！
四面黑暗，爭戰緊急，故當靠主抵擋！
你若退後，怕仇敵兇，一人牽動全軍；
請你不要使你弟兄，因你緣故受窘。
撒但已知其時不久，所以其氣忿忿，
要在爭戰尚未起首，就使你靈鬱悶。
誘惑、試探比前更多，苦難比前更大，
陰府權勢攻逼你我，比前更為可怕。
對此情形，我們當有 何種態度纔可？
我們可否因貪優遊，便讓仇敵宰割？
或者因著苦難加倍，更加忍耐、奮勇？
生死關頭在此定規！誰要得主稱榮？
因此，你當為主站住；耶穌是得勝者！
你當忍受一切痛苦，直到那日方捨。
耶穌不久快要再臨，戰事不久要停；
你今為主受難、受驚，那日必得權柄。

4.What should our posture be today
In such a desperate hour?
Should we our ease and pleasure seek
And let the foe devour?
Or with increasing conflict strong,
Courageous to endure?
'Tis here that life or death is won!
Who will God's praise 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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