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点灯(民数记结晶学习) 2019/4/22-28 
Ⅰ．在民数记八章，会幕的许多细节没有提到，神
却专特地指示亚伦要整理灯台的灯：民 8:2-3 你要
对亚伦说，你放上灯盏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
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把灯盏放上，使灯向
灯台前面发光，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Ａ．在民数记七章，以色列十二支派奉献，并神说
话之后，神告诉摩西要点灯；八章一至二节说，“耶
和华对摩西说，……你放上灯盏的时候，七盏灯都
要向灯台前面发光”：１．七盏灯表征七灵（启四
5），向灯台前面发光，朝着帐幕的中间照耀；因此，
灯的照耀是在正确的方向，以便事奉并行动；从这
里起，神的百姓能开始对祂有属灵的事奉。２．点
灯专一的用意乃是为着奉献、争战和行动；奉献、
争战和行动都需要光。 
Ｂ．以色列人若没有光的照耀，就无法行动，更无
法为神争战；所以，当他们一有所奉献给神（如民
数记七章所见的），立刻就点灯，好让光照耀。 
Ｃ．当神的子民有所奉献给神，神就能在他们中间
照亮，他们就有了光；神的子民要成为神的军队，
必须先有光，才能争战、行路并事奉。罗 13:12 
夜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
为，穿上光的兵器。                    【月】 
Ⅱ．灯台的光是根据祭司事奉的强弱： 
Ａ．在撒母耳记上，神的灯就要灭了，因为祭司以
利软弱堕落了。撒上3:2-3 あ神的灯还没有熄灭；
撒母耳睡卧在耶和华的殿中，那里有神的约柜。
Ｂ．地方召会的光不可能明亮，除非我们尽祭司的
职分，来烧香点灯。Ｃ．民数记七章结束于神在会
幕里说话，八章开始于神继续的说话，说到点灯，
使灯发光：１．这顺序指明每当神的话语来了，神
的子民就得着光；因此，在祭司以利的时代，耶和
华的言语稀少，圣所里的灯快要熄灭。２．召会中
有神的说话时，神子民中间的光才明亮的照耀；事
奉的祭司借着灯台的光，就能事奉并行动。３．不
仅如此，七盏灯的光都朝同一方向照亮，表征各人
在基督身体里的职事虽有不同，但方向一致，他们
的职事乃是一个职事。４．譬如，保罗有保罗的职
事，彼得有彼得的职事，约翰有约翰的职事，但他
们的方向都是向着基督；他们一同为基督作见证；
他们的光是从基督照耀出来，也是向着基督照耀；
因 此 ， 他 们 的 职 事 乃 是 一 。                         
【火】 
Ⅲ．“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油拿来
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见证柜
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要在
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
远的定例”： 
出27:20-21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1捣成的纯橄榄
油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
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
代永远的定例。Ａ．橄榄树表征基督，捣成的橄榄
油表征基督的灵，借着基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
活、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产生出来。 
Ｂ．使灯常常点着，直译，使灯（光）上升：１．那
表征基督作三一神具体化身的灯台，是用纯金作
成，但焚烧发光的灯芯是用植物的生命作成；灯
芯要燃烧发出光来，就必须被油浸透。２．灯芯
表征基督拔高的人性，因神圣的油而焚烧，照出

神圣的光。                           【水】 
Ｃ．帐幕作为会幕，就是神与祂的赎民相会，并向
他们说话的地方，乃是预表召会的聚会： 
利1: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１．因
此，按预表，点灯是指正确的聚会方式；在召会聚
会中所作的每件事，无论是祷告、唱诗、赞美或申
言，都该使灯照耀；这就是在神的圣所里点灯，好
使亮光把黑暗吞灭。２．在见证前，意即在幔子后
约柜里的律法前：ａ．神子民的聚会大部分是在圣
所里，不是在至圣所里；然而，我们在圣所里聚会，
乃是期望进入至圣所。ｂ．灯光使我们能看见基督
不同的方面（由圣所里的各项器物所表征），也看
见通往至圣所，就是进入在神里面之基督深处的路。       
【木】 
Ｄ．点灯的圣职，是圣别之人（祭司）的事奉，不
是平常人的事奉：１．按照整本圣经，祭司是被神
据有、被神充满、被神浸透、且绝对为神而活的人；
不仅如此，祭司必须穿祭司的衣服，这衣服表征祭
司体系所活出的基督。 
出28:2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作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２．在圣所里点灯，需要这种人的事奉。啓1:6 又
使我们成为国度，作祂神与父的祭司；愿荣耀权能
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Ｅ．圣所里的光不
是天然的光，也不是人造的光，乃是从金灯台，就
是从基督神圣性情而来的光。Ｆ．我们要在召会聚
会中经历真正的点灯，就必须有基督这三一神的具
体化身作灯台，有神圣的性情作金，有基督拔高的
人性作灯芯，且有基督的灵带着基督所经过之过程
的一切步骤作油，我们也必须是圣别的人作祭司，
穿着基督的彰显为祭司的衣服。 
Ｇ．从晚上到早晨，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
１．在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二十一节里没有说到白天；
现今的世代是黑夜，不是白昼。出27:21 在会幕中
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晨，
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
代永远的定例。２．因此，在这黑夜的世代，我们
需 要 灯 光 照 耀 ， 直 等 到 天 发 亮 。                
【金】 
Ⅳ．金灯台的七灯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七盏
火灯在神宝座前点着：启4:5 有闪电、声音、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
灯就是神的七灵。Ａ．在宇宙中，神有一行政中心，
神的行政中心就是祂的宝座。 
Ｂ．神从祂的宝座管理并行动，以执行祂永远的政
策。Ｃ．神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表明这七盏灯
对于神的行政、经纶和行动，有绝对的关系。 
Ⅴ．我们要认识神的行政和经纶，就必须有金灯台
七盏照耀并照明之灯的光：Ａ．天然的光不能帮助
我们认识神的经纶、行政和永远的定旨。 
Ｂ．灯台的光就是那预表召会之圣所的光。Ｃ．我
们一进到召会的范围内，就马上清楚，我们就懂得
神永远的定旨、神的心意和神的经纶，我们也懂得
应该在哪一条路上走前头的路程，以达到神的目标。
Ｄ．在神的圣所里（在我们的灵里并在召会中），
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并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诗
73:16-17 我思索要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
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结局。 
Ⅵ．按照启示录四章，七盏点着的火灯着重在神行
政的行动：Ａ．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凭着宝座
前焚烧的七灵来执行祂的使命，主宰的支配世界局



势，使环境适合神所拣选的人接受祂的救恩。Ｂ．焚
烧之七灵的火焰审判、洁净并炼净召会，要产生金
灯台。Ｃ．七盏火灯的焚烧，不仅是为着照耀并焚
烧，也是为着推动我们起来采取行动，以完成神的
经纶。                                 【土】 

用语说明 
A. 祭司的衣服: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彰显基
督的话，在召会的聚会上无论所行的是什么都是伪
善吧……如果我们没有祭司的衣服的话，就没有资
格点灯，没有装备。祭司在圣所点灯的资格是彰显
基督。 
B．圣所中的灯台(Lampstand): 
 
 
 
 
 
 
 
                                                            

 
Crucial Point①:神的说话带来灯台的光 

OL1: 灯台的光是根据祭司事奉的强弱。在撒母耳记
上，神的灯就要灭了，因为祭司以利软弱堕落了。
OL2: 民数记七章结束于神在会幕里说话，八章开始
于神继续的说话，说到点灯，使灯发光。这顺序指
明每当神的话语来了，神的子民就得着光。 

每一个地方召会，都应该明亮到这一个地步，
人一进来，一切的光景全都暴露，叫他们不能不说，
“神真在你们中间了，因为我的隐情都在你们灯光
之下照耀得透彻。这个光比任何透视的光还能透视。” 
召会是圣所，召会是灯台，…。 

不仅如此，召会里还有祭司体系，有烧香（烧
香就是带着基督的功绩祷告）的人。……祭司体系，
每一个人都有分。我们都是君王，我们都是祭司，
个个都要学习尽职烧香。点灯的时候就要烧香。……
晚上要祷告，早晨要祷告，叫神的灯光在你们中间
明亮，明亮到一个地步，这个灯光就变作神的行动。
灯光的照明变作了神的行动，变作了神的行政，变
作了神在宇宙中的管理，变作了神今天在地上的经
纶。这不是一件小事。每当神的话语来了，神的子
民就得着光。因此，在祭司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
言语稀少，圣所里的灯快要熄灭。召会中有神的说
话时，神子民中间的光才明亮的照耀。 

应用：青职、硕士篇 
作为在职或研究者的你，需要每天听主的话，

挑旺灵。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没有光，变为黑暗。
以利的时代，因为神的话稀少，几乎没有光，是黑
暗的时代。你不可觉得「一周中即使两天左右早上
不晨兴，五胜二败也不坏」等。缺乏神的话，缺少
光是极为重大的问题。每周七天的早晨，必须晨晨
复兴。你不祷读主的话，没有光而在黑暗中，等试
炼来的那天，怎么能正确的应对？因此对你来说一
年实行 365 次晨晨复兴是极为重要的事。如果每天
不吃饭就容易生病。同样的如果每天早晨，不祷读
的话容易陷入撒旦的圈套。请你一定要养成晨晨复
兴的习惯。 

你不能说因为在职生活和研究生活忙，就没有
时间和力量晨晨复兴或过召会生活。你越做越可以。
愿灯火在你里面焚烧，使你更有动力这样做。 

责任者弟兄的见证：在在职生活中经历了各种各样
的晋升的机会。最初的时候，很难识别那是主的祝
福，还是撒旦的诱惑。那时，我的晨晨复兴的实行，
就像「六胜一败」一样的状况，不都是满了光。但
是从 20 年前开始，尽力每天早上，彻底地实行晨晨
复兴。这个事，带给我光，在公司中赐予我脱离诱
惑和试炼的力量。2016 年 10 月美国总部邀请我就
任董事。因为约在一周前，在与主和召会的交通下，
我已经下定决心“因为工作太忙，决定辞职”，在主
的光照下，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拒绝了那个晋升的邀
请。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来参与召会的服事，使召
会往前。感谢主。 

并且，你参加祷告聚会，小排聚会，主日聚会，
将晨晨复兴或在职生活中经历的基督，操练灵发表
出来，供应基督给人。如果召会全部的弟兄姊妹都
这样做，那么地方召会会越来越明亮。 
祷告：“哦主耶稣，你的话赐给我灯台的光。愿我一
年 365 次，祷读你的话晨晨被复兴，听神说话，带
着光开始一天。为了地方召会越发明亮照耀，在聚
会中讲说在在职生活或研究生活中经历的基督，供
应其他的人。阿门！ 哈利路亚！” 
 
Crucial Point②:有被油浸透的人性，持续燃烧 
OL1:橄榄树表征基督，捣成的橄榄油表征基督的灵，
借着基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
活的过程产生出来。OL2:那表征基督作三一神具体
化身的灯台，是用纯金作成，但焚烧发光的灯芯是
用植物的生命作成；灯芯要燃烧发出光来，就必须
被油浸透。灯芯表征基督拔高的人性，因神圣的油
而焚烧，照出神圣的光。 

  灯台是三一神的具体表现。金说出父的性情，
神圣的性情；灯台的形状、样式说明子；灯台的灯
盏表明那灵的彰显。因此，……圣所里的光乃是出
自三一神。这金灯台没有搀杂，除了灯芯以外，一
切都是金的。 

  灯台的光是从焚烧灯芯而来的。……灯芯表征
基督的人性。基督固然是神圣的，是金的，却是在
祂那由灯芯所表征之人性里，因油而焚烧。如果灯
芯没有被油浸透，就会冒烟，不会发光。因这缘故，
出二七 20 说到“捣成的纯橄榄油……为点灯用，使
灯常常点着”。 

  在灯盏的中央有灯芯，这些灯芯不是金作的，
乃是用植物的生命作成的。因为金不会焚烧，所以
不能发光，焚烧而发光的乃是灯芯。然而，灯芯本
身很难发光；它们会冒烟，但不发光。这就是灯芯
需要被油浸透而发光的原因。 

  在预表里，油表征神的灵。油是从橄榄树来的，
而橄榄树表征基督。在神眼中，基督乃是真橄榄树。 

  灯盏里有灯芯，而灯芯表征基督的人性。灯芯
因油而焚烧，油表征神的灵。今天我们所有的不仅
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神的灵已经成了基督的
灵。正如橄榄经过了过程，产生橄榄油，基督的灵
也是经过了过程。今天对我们而言，灯芯因其而焚
烧的油，乃是表征基督的灵。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灯的中心是灯芯，是由植物作成的。灯芯吸油、

燃烧、发光。这里的植物生命表征人性。基督在地
上生活的时候，祂的人性被油浸透。同样的，你的
人性若没有被油浸透就没有办法持续的燃烧。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应该都有经历过酒精灯的实验，这里

这个灯台有七个灯。这是七倍加强
的灵的预表。灯台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烛火则有七个。同样，神的灵
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在照耀、燃烧
的功用上被七倍加强。 



的灯，基本上和酒精灯是一样的。为着你的人性被
油浸透、里面持续燃烧，请实行以下的事： 
(1)晨晨复兴：关于这个点请读在职青年篇。 
⑵和同年龄的同伴一同享受召会生活： 
提后 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
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你需要同
年龄的属灵同伴。要有属灵同伴彼此祷告、一同唱
诗赞美、导读经节、一起参加聚会。这样的话你就
会在召会生活中蒙保守、能够往前。 
⑶需要带领你的弟兄姊妹：希 13:7 要记念那些带
领你们，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要效法他们的信
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不只要有同年龄的同
伴，你需要有带领你的牧者。他们从神经纶的观点
说神的话、供应你、引导你。 
⑷参加主日聚会和家庭聚会：你从年幼的时候开始
就要为着主的缘故圣别主日的上午。这会使你蒙祝
福。并在平日用 10～30 分钟左右的时间和弟兄姊妹
一同读经节并祷告。这样的家庭聚会也可以用 Line
等进行。 
⑸大学或高中生的弟兄姊妹看望中小学生：大学生
或高中生要看望、牧养小学、中学的弟兄姊妹。祝
福人的会蒙祝福，你如果这样实行的话，就会成为
被油充满的人。 
祷告：“哦，主耶稣，为着持续燃烧，使我成为一个
被油充满的人。每早晨被复兴，可以和同伴、带领
我的弟兄姊妹一同持续燃烧。宝贝聚会，圣别时间。
并且可以照顾年纪小的弟兄姊妹。主，使我有实行
的恩典。在主的名里求。阿门！” 
 
Crucial Point③:进入圣所、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 
OL1: 我们要认识神的行政和经纶，就必须有金灯
台七盏照耀并照明之灯的光。OL2:神在神的圣所
里（在我们的灵里并在召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
启示，并得着一切问题的说明。 

在帐幕里是暗洞洞的，没有日光，也没有月
光。但是在圣所里却有一个金灯台。这金灯台不
只有一盏灯，乃是七盏灯在那里发光照耀。……
这七盏明灯的光支配祭司在帐幕里一切的行动，
那就是神的行政、神的管理、神的经纶。 

诗篇七十三篇，写诗的人看见一种光景，很
纳闷、很难解，越看越不明了，越分析越不通，越
看越糊涂。但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
清他们的结局。你实在……。”(詩 73：16‐17)。
这表明等他进了圣所，他就明白了。照样，我们
中间好多人都能作这个见证：“等我进了召会，
我就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遇见问题，百思不得
其解，但是等我们一到聚会中，立刻明白。……
为什么？因为在圣所这里有七盏灯照耀。 

你只要进到召会圈内，你只要坐在聚会中，
一次过一次，你的里头就明亮了，你对于人生能
够看得透切，你对于神的旨意能够了然，你对于
神的经纶以及今天是什么时代，都能够清清楚楚。
这是什么？这就是圣所里的光。……〔也〕因为
在圣所这里有宝座；……有坐宝座的，……有神
的同在；……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火灯点着照耀。

我一到这个范围内，我马上清楚，我懂得神永远
的旨意，我懂得神的心意，我懂得神的经纶，我
懂得我应该在哪一条路上走我前头的路程。这就
是圣所的光。 

每当我们作为召会聚在一起时，这个聚会就
是在神的居所里，记住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们的
聚集就是圣所，……无论我们是在室内聚会，或
是在露天聚会，我们的聚集就是圣所。因这缘故，
我们不该以天然或世俗的方式聚会。我们在聚会
里所作的每件事—我们的说话、唱诗、赞美、呼
求、呼喊、祷读—都必须使圣别的光上升。这就
是在神的圣所里点灯，好使亮光把黑暗吞灭。 

火灯的点着不光是为着照耀和焚烧，乃是为
着推动。……这个宝座前七盏火灯点着，推动你。
你也许说，“李弟兄啊，我不会作。”你越不作就
越不会作。这是圣经上的一个原则：凡有的，还
要给他；没有的（不用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
他夺去。就是因为你不作，所以你才不会作。……
我越作得多，我越会作。 

应用：福音活动篇 
四月是福音开展的一个月。 前半个月有 24 人

受浸。 得着这每一个都是凭三一神的作工和我们
的合作。 福音开展中的重要事项如下：⑴福音是
圣灵的工作：福音不是我们的工作。 父神在已过
的永远里拣选，子神救赎父所拣选的人，而灵神
寻找父所拣选，子所救赎的人。 我们出去传福音，
去与灵神正在寻找的平安之子相会。若没有三一
神的工作，我们的传福音是空的，没有任何效果。
⑵就算有几个人受浸了也绝不能自以为是：因为
我们天然的人很高傲，所以当几个人受浸的时候，
会觉得“自己很出色”，容易自以为是。但这是撒
旦的陷阱。高傲的话，就会与神为敌，实际上会
成为撒旦的随从。彻底承认高傲、疏忽等罪，被
圣灵充满。⑶越是传福音，越能传福音：如果不
参加福音，就会越来越无能为力，越实行就越传
越好。⑷把新人带到圣所：人在来到作为圣所的
召会的聚会之前，会被看似矛盾的事情绊跌，述
说烦恼、不满。我们通过来到圣所，就我们以前
所认为的不公平不满意的事，得到了完全的说明。
阿里路亚！现在我们在平安中，神经纶的路线上
前进。通过传福音给新人们带来如此美妙的经历。
因此，当人们得救以及被带到召会时，真的会感
到大大的喜乐。 

祷告：“哦，主耶稣啊，为了在福音开展中的祝
福而感谢你。希望我不要自满，与圣灵同工，找
出平安之子。不只把朋友从火湖的毁灭中拯救出
来，而且能把他带到作为圣所的召会的聚会中，
使他们的疑问能够得到完全的说明，这是最大的 
喜乐。赞美主。” 

 
 



Ⅰ．高品福音 第15课  受浸（上） 
太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
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什么是受浸 
信乃是接受奴仆救主，这不仅为着罪得赦免，

也为着重生，叫信的人在与三一神生机的联结里，
能成为神的儿女和基督的肢体。受浸乃是确认这个，
一面凭着埋葬，借着奴仆救主的死，了结旧造；另
一面，凭着复起，借着奴仆救主的复活，成为神的
新造。信和受浸，乃是接受神完全救恩之完整步骤
的两部分。受浸而不信，只是虚空的仪式；信而不
受浸，只是里面得救，没有外面的确认。这二者应
当并行。此外，水浸该有灵浸随着，正如以色列人
在海（水）里，并在云（灵）里受浸一样。 

受浸不是一种形式或仪文，乃是我们与基督联
合的表明。借着受浸，我们浸入基督，以祂为我们
的范围，使我们在祂的死与复活里，与祂联合为一。 

我们原是生在亚当，头一个人的范围里。现今
借着受浸，就被迁到基督，第二个人的范围里。我
们浸入基督，也就浸入祂的死。祂的死将我们从世
界和撒但黑暗的权势分别出来，并且将我们天然的
生命、旧性、自己，甚至我们整个的历史，一并了
结。 

受浸的重要 
是信入基督，浸也是浸入基督。借着信和浸，

我们已经进入基督，因而穿上了基督，与祂联合为
一。正确、真实和活的浸，就是把信徒放在三一神
那神圣的名里，放在基督活的人位里，放在基督有
功效的死里，放在基督的身体这活的生机体里，使
信徒不仅进入与基督生机的联结，更进入与祂身体
生机的联结，并使他们脱离老旧的情形，进入新的
情形，了结他们旧的生命，而用基督新的生命，给
他们新生的起头，叫他们凭三一神的元素，活在基
督的身体这生机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