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以色列人部署安营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成
为新耶路撒冷(民数记结晶读经) 2019/3/4-10 

Ⅰ．在民二2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
归自己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在
四边安营」： 
Ａ．部署安营这事没有人意的选择；一个以色列人
生在哪个支派，就必须归到哪个支派的纛下安营，
不能有自己的选择。 
Ｂ．就这预表的属灵意义说，信徒在召会中配搭，
不能有自己的选择；他们的配搭必须完全是出于
神的命定和安排。 
Ｃ．以色列人的纛有十二面（会幕四边各三面纛），
但只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以会幕和神的见证为
中心： 
１．为着神百姓与神相会，帐幕称为会幕。 
２．为着神的见证，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 
３．在新约，基督与作为基督之扩大的召会，乃是
帐幕这两面的实际。                   【月】 
Ⅱ．以色列人部署安营，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完
成为新耶路撒冷： 
Ａ．以色列人对着会幕，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安营；这意思是，神的见证是向着四方。 
民 2:3 在东边，向日出之地，按着军队安营的，是
属于犹大营的纛；犹大人的首领是…9 凡属犹大营，
按着军队被数点的，共有十八万六千四百名；他们
要作_1_第一队起行。 
Ｂ．四边各有三营；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
人；三乘四，表征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受造的
人调和成为一。 
Ｃ．三乘四等于十二，十二也指永远和完全，以及
行政和管理。 
Ｄ．因此，从的数字看，他们的编组表征神在祂的
神圣三一里，与以色列人部署安营受造的人调和为
一，形成一个永远并完全行政的单位。    【火】 
Ｅ．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的新耶路撒冷有四边，每边有
三个门，四边共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
二个支派的名字。 
啓 21:12-13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
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
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 

Ｆ．按照 2~3，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民数记二章里
以色列人的安营，是围绕着帐幕，这幅图画和启示录二
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相符：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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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祂要
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
在，作他们的神。 
１．启示录二十一章里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边，民数
记二章里的安营也有四边。 

２．新耶路撒冷四边各有三个门，上面有十二个支派
的名字；同样的，民数记二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安营

也是四边各有三个支派。 

３．这乃是描绘永远里的景象，显示神在宇宙中的定
旨，就是要使祂自己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人调和，
好成为一个行政单位；这行政单位能为祂的见证争战。
４．当十二个支派安了营，就如同一座城一样；新耶
路撒冷四边的墙就是城的保障。 

５．民数记里十二营的军队部署安营，相当于新耶路
撒冷的城墙；同样，召会中的配搭是为着保障神的见
证。 
６．各地召会里面的行政都该是“三乘四”，等于“十
二”，作为那地神圣的行政；这行政就是军队，为神争战，
并维持神的见证。                             【水】 

Ⅲ．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
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啓
21:12）： 

Ａ．墙是为着分别和保护；新耶路撒冷要绝对分别归神，
也要完全保护神的权益。 

Ｂ．这墙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这样高
大的墙，来分别并保护他们。 
Ｃ．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
些承受救恩，并有分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
中心）永远之福的人效力。 
Ｄ．这些天使要为我们的产业看门，我们却要享
受神永远经纶里丰富的基业。 
Ｅ．在启二一 12，以色列代表旧约的律法，指明
新耶路撒冷的门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并
观看，以保证圣城一切的交通、进出都合乎律法的
要求。 
Ｆ．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征这十二支
派是圣城的入门；这些入门乃是借着福音的传扬，引人进
入三一神的丰富，享受其中的供应。 
路15:10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木】 
Ⅳ．「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
造的」（啓21:21上）： 
Ａ．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 
１．当蚌被砂粒所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
成为宝贵的珍珠。 
２．蚌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为我们所伤，就
分泌祂的生命包裹我们，使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
造成为神永远的居所和彰显。赛53:5 哪知祂为我们的过
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３．圣城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表征借着那胜过死亡，
并分泌生命的基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 
４．这符合那由以色列所代表，并由看守的天使所观看之
律法的要求；唯有凭着基督得胜的死和分赐生命的复活，
所完成之一次永远的重生，我们才能进城。 
５．神在这一个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们带进神里面，带
进神的权益里，带进神的国里，并带进神的经纶里，这要
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三一神是我们的三一入口。  【金】 



Ｂ．珍珠表征基督两方面分泌的结果，这两方面就是
祂救赎并释放生命的死，以及祂分赐生命的复活： 
１．这两种分泌（分赐），需要寻求的信徒凭基督复活
的大能，每天主观地经历基督的死，使他们模成基督的
死。 
２．我们唯有凭基督复活的大能，才能经历祂的死；我
们凭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们可怜
的己留在十字架上。 
腓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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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我们也应当凭耶稣基督之灵（复活的实际）全备的
供应，寻求每天主观地经历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模成神
长子的形像。 
腓 1:19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
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４．基督的死唯有借着基督的复活才能给我们经历，而
基督的复活唯有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才能对
我们成为真实的。 
５．我们转到我们的灵里，就碰着基督这赐生命的灵，
这灵就是基督复活的实际；我们必须借着不住地祷告，
时时在我们灵里摸着基督。 
６．祂的死应用到我们身上，就会将我们模成祂死的模
型，而祂的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将我们模成，使我们进入
祂形像（就是神长子之形像）的荣耀里。 
７．我们都需要祷告、「主，监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
的死里；我不要离开你的死，却要让你的死成为我甜美
奇妙的住所；主，我要与你一同留在你的死里」。 
８．祂的死乃是祂有地位分泌自己来包裹我们的地方；
这是唯一的地方，使我们能享受并经历祂复活的生命
作生命的汁液，分泌出来包裹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成为
一颗美妙的珍珠，为着进入神的建造。 
９．基督为我们受了伤，为要把我们监禁在祂的伤处，
好在我们一生中，一再地在我们身上实施祂的分泌，使
我们成为珍珠，以建造神永远的住处。 
10．我们越主观地成为珍珠，就越在新耶路撒冷里，也
越在国度里。                          【土】 

用语解释： 
Ⅰ. 新耶路撒冷： 
A. 新耶路撒冷、不仅是全本圣经的结束、也是圣
经中一切项目的总结。 
B. 因此、新耶路撒冷不是一座物质的大厦： 
⑴约翰的启示录是表号的书： 
启 1：1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祂，叫祂将
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祂的众奴仆；祂就借着祂的
使者传达，用表号指示祂的奴仆约翰。 
启示录是「表号(Signs)」的书。启示录的狮子、
羔羊、灯台、男孩子、初熟的果子、羔羊的妻等全
是表号。例如、被杀之羔羊、是指为了救赎而死
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实际上变
成了四条腿的羊。而是用「表号」来说明基督在
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新耶路撒冷是最后，也是
最大的「表号」です。 

⑵说新耶路撒冷是一座物质的大厦、是不合逻辑
的： 
新耶路撒冷是神建造的终极完成。神的建造是属
灵的建造，为此我们必须追求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和属灵的事奉中前进.因此，建造的终极完成不可
能不是属灵的建造，而是物质的大厦，这不合逻辑
的。 
⑶新耶路撒冷是什麼： 
新耶路撒冷是全本圣经的结论，是神经纶的终极
完成.。那是由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和神所选择、救
赎、重生、変化、荣化的三部分人調和所产生的
生机体。神與人相互的住处。因为新耶路撒冷是
基督的身体的实际，所以在召会生活中扩大基督
的身体的实际，和建造新耶路撒冷是一样的。哈
利路亚！我们现在为了建造新耶路撒冷而过召会
生活，所以召会生活有永远的价值。 
Ⅱ．以色列人的安营是新耶路撒冷的预表： 
A．以色列人的安营： 
 
 
 
 

 
 
 

 
 
 
 
 
B．新耶路撒冷的十二个门： 
 
 
 
 
 
 
OL1: 以色列人部署安营，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
完成为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对着会幕，在东、南、
西、北四个方向安营；这意思是，神的见证是向着四
方。 
OL2：四边各有三营；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
的人；三乘四，表征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受造
的人调和成为一。 
OL3：三乘四等于十二，十二也指永远和完全，以
及行政和管理。因此，从的数字看，他们的编组表
征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以色列人部署安营受
造的人调和为一，形成一个永远并完全行政的单
位。 
OL4：启示录二十一章里的新耶路撒冷有四边，每边
有三个门，四边共有十二个门，十二个门上有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啓 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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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cial Point①:新耶路撒冷的珍珠的门 
啓 21:21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
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城内的街道是纯金，
好像透明的玻璃。 
OL1：珍珠产自死水中的蚌。当蚌被砂粒所
伤，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成为
宝贵的珍珠。 
OL２：蚌描述基督这位永活者进到死水中，
为我们所伤，就分泌祂的生命包裹我们，使
我们成为宝贵的珍珠，好被建造成为神永远
的居所和彰显。 
    珍珠是门，这一点的寓意乃是说，我们
越成为珍珠，就越在新耶路撒冷里。当我们
相信主耶稣，我们便蒙了重生，这就是我们
进入新耶路撒冷的起始。但那时候，我们在
经历中仅仅是到了新耶路撒冷。我们若留在
主的死里，并享受祂分泌生命的复活，就更
多进入新耶路撒冷。我们对主的死与复活的
经历，成了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入口。当
我们留在基督的死里，享受祂将自己分泌出
来，作复活的生命汁液来包住我们，我们就
能大大的享受到我们是在新耶路撒冷里。我
们都必须问问自己，我们有多少在新耶路撒
冷里，有多少还在门外。惟有更多的留在基
督的死里，才能更多的进入圣城。 (神新约
的经纶 ＃33)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已经得救的你，借着重生通过珍珠门，
进入新耶路撒冷。得救后，应该借着操练灵
留在十字架上，更加地进入新耶路撒冷的丰
富里。例如，在你的同学中间有与你不合的
人。但是，在老师的安排下，你必須与他一
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有份与在那灵
中十字架杀死的功效，你需要持续的操练自
己調和的灵来。這樣，你和那个人之间敌对
的間隔将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与那个
人在和平中合作。十字架带給你十字架杀死
的功效和生命汁液，把作為小石头的你，变
化为珍珠。然后，珍珠的经历把你带到新耶
路撒冷丰富的祝福里。  
祷告：“哦，主耶稣，我得救时，在某种程
度上进入了新耶路撒冷。但是，在经历上，
我需要更进一步的进入新耶路撒冷。为了通
过珍珠的门进入新耶路撒冷，我需要每天主
观地经历珍珠。当我留在基督的死里时，作
为小石头的我因着被伤的主流出来的生命
汁液，成为珍珠。愿我在经历上，能够更进
一步通过珍珠的门进入新耶路撒冷里。” 
Crucial Point②：新耶路撒冷的12个门和12位天使 
启 21:12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
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以色列代表旧约
的律法，指明新耶路撒冷的门上有律法的代表；
律法在看守并观看，以保证圣城一切的交通、进
出都合乎律法的要求。…十二个门上有这以色列
十二支派的名字，也表征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圣城
的入门，借着福音的传扬，引人进入三一神的丰
富，享受其中的供应。…指明律法在看守十二个

门。律法没有东西供应或滋养人，律法不过对我
们有所要求。律法看守着门；罪人若要进入圣城，
必须履行律法的要求。律法是守门的，是门前的
侍卫，确证你已履行了它的要求。你“经过门”的
时候呼求主耶稣的名，律法就说你可以了。只要
你在耶稣基督里，律法每一部分的要求就都履行
了，你也通过了。现在你能够进入圣城。……当
我们来到三一的入口，我们有一张“免费门票”，
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门前的看守者（律法）
也尊荣基督。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见十二个门上有十二位
天使，这表征天使看守新耶路撒冷的入门。每一
个门上不仅有十二支派中一个支派的名字，也有
一位天使。律法要求人，天使看着人；天使乃是
观众。神新约经纶的整个领域，实际上乃是“一
个盛大的展示会”。要进入这个展示会，你需要
一张免费门票。展示会上也有观众，就是天使。
你若不承认基督的名，就得不到免费门票。然而，
你若呼求主耶稣的名，就得着一张进入圣城的免
费门票，作观众的天使就欢乐，欢迎你进去。门
上的一位天使，实际上代表整个天使的范围。在
路十五 10 主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
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在相信主耶
稣，悔改并呼求祂宝贵的名时，也许不晓得天上
有千万的天使在“鼓掌”欢乐。 
罗 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
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加 5:19 肉体的行为，都是明显的，就是淫乱、污
秽、邪荡、 
20 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私
图好争、分立、宗派 
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类似的事；关于这些事，
我现在事先告诉你们，正如我先前说过的：行这
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 
22 但那灵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忍、
恩慈、良善、信实、 
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反对。 
24 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
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 
25 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 
26 不要贪图虚荣，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24 节 FN「十字架的经历」：关于十字架的经历，
有三方面：(一)基督所成就的事实；(二)我们对
已成就之事实的应用；(三)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
经历所应用的。 

应用：青职/硕士篇 
因为基督的救赎满足了所有律法的义的要求，

所以呼求主名，受浸的人都可以通过门进入。但
是，得救后，你需要在生命中进一步得救，所以
你需要学习不按照肉体，照着灵而行。这样，你
更加实际地进入新耶路撒冷中，作为观众的天使
会大声欢呼，为你加油。你应该在工作生活和研
究生活中看到这个事实并被鼓励。  
祷告：“哦，主耶稣，神的经纶好像是一个大的展
览会，主角是我们，观众是天使们。当呼求主名，
回到灵里，把肉体的行为钉在十字架上时，我可
以更加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时，天使们大声欢呼，
因我们的进入而喜乐。”  



新耶路撒冷的这些要点 
可以用在福音的传扬上 

如果我们把这个信息的丰富要点全部提
供给圣徒们，我相信在传扬福音上也能使用所
有的要点，我们能向罪人展示神的终极结果，
用这些要点来传福音。神的救恩的终极结果是，
三一神是可以用这样的优秀，卓越，丰富，奇
异的方式来享受的一位。不要认为罪人无法理
解。只要正确传达了，我相信他们就可以理解。
我们必须指出所有的祝福。 

Ⅰ．高品福音 第八题 基督是生命 

西 3: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
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那是灵的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圣经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约六

63。）但灵赐给人的是怎样的生命？我们知道，
生命的形态有很多种。这个世界上，有植物的
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层次较低，而
动物的生命层次较高。但比这二者更高的是人
的生命。这些生命都很奇妙。但是，除此之外，
还有第四种生命－神圣的生命，就是神非受造
的生命。 

最高的生命 
这最高的生命有什么特性？第一，神的生

命是神圣的。神圣的意思是源于神，有神的性
情，而且是超越的，有别于一切别的事物。只
有神是神圣的，所以祂的生命也是神圣的。再
者，神的生命是永远、非受造的，无始亦无终。
我们众人都有特定的生辰时日，而且我们都清
楚，我们也有确定的大限之期。然而，神的生
命没有起始，并且恒久长存。神是自有永有者，
祂的生命不衰残、不改变。神永远的生命不仅
存到永远，在性质上更是绝对完美、完全，毫
无短缺、瑕疵。 

神永远的生命是在神儿子基督里 
约壹五章十一至十二节说，‘这见证就是

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
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
儿子，就没有生命。’这里告诉我们，神永远
的生命是在祂儿子里面的，是别处没有的。 

神的儿子死而复活以后，就成功作圣灵，
就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叫我们随时随地
可以接受祂。从前如何接受神的儿子就是接受
神，现在就如何接受圣灵的，就是接受神的儿

子。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末了说，‘末后的亚
当〔就是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叫一切接
受基督的人，不单是罪得赦免，更得着一个新
生命，也就是神所赐永远的生命。 

接受基督作生命，像呼吸一样简单 
有一位梅尔先生，是一位被神大用的传道人。

初时他不大领会基督如何在圣灵里作生命，也
不领会怎样接受这个生命。有一天，他上山去
祷告，盼望得到神的儿子作生命。忽然之间，
他明白了，只要简单的相信就够了。他就祷告
说，‘主，我用信心像吸空气一样把你吸进来。’
他下山以后，向人作见证说，接受神儿子作生
命，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就像呼吸空气一样的
简单。 

借着吃喝在神圣生命上长大 
当神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重

生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
就人的生命而言，我们出生后，需要吃喝才
会长大。同样，借着吃基督这属灵的食物，
以及喝那灵这生命的水，我们属灵的生命才
会长大。我们这样吃喝基督，日过一日，就
在神圣的生命上成长茁壮。这样，我们就成
为被神充满的一班人；至终，就在我们的生
活中，将神彰显出来。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
意义。 

诗歌#380 经历基督─作生命 
1. 荣耀！荣耀！荣耀生命！荣耀生命是基督！ 

圣洁、公义、良善、光明！哦，这生命何丰富！ 
神性一切荣耀、丰盛，在祂里面全藏着； 
祂今竟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供应我。 

2. 神圣！神圣！神圣生命！神圣生命是基督！ 
祂已化身成为圣灵，到我里面来居住。感 
动、运行、光照、教训，如同膏油在涂抹， 
充满、浇灌、加力、滋润，在我里面供应我。 

3. 大能！大能！大能生命！大能生命是基督！ 
祂已带我与祂同钉，使我不再作罪奴。 
祂也带我同祂复生，使我和祂同活着， 
经历祂的复活大能，在我里面供应我。 

4. 得胜！得胜！得胜生命！得胜生命是基督！ 
祂在十架已经得胜，使我不再作俘虏。 
撒但、鬼魔、世界、人情，祂都为我全胜过； 
今来作我得胜生命，在我里面供应我。 

5. 荣耀！神圣！大能生命！得胜生命是基督！ 
使我刚强，使我得胜，使我长大并成熟； 
使我变质，使我像祂，使我自由且超脱； 
直到那日被提变化，在我里面供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