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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夏季訓練 

總題：民數記結晶讀經（二）（綱要附經文） 

第七週 包羅萬有的基督是按照神的選擇所分給眾聖徒的分，作他們神聖的基業，給他們享受 

讀經：民三二1～6、12、16～22、33，申八9，西一12，二6～7，腓三7～11、14 

民32:1 流便子孫和迦得子孫的牲畜極其眾多；他們看見雅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民32:2 就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首領，說， 

民32:3 亞大錄、底本、雅謝、寧拉、希實本、以利亞利、示班、尼波、比穩， 

民32:4 就是耶和華在以色列會眾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僕人也有牲畜； 

民32:5 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你僕人爲業，不要叫我們過約但河。 

民32:6 摩西對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說，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裏麼？ 

民32:12 惟有基尼洗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爲他們專一跟從耶和華。 

民32:16 兩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說，我們要在這裏爲牲畜壘圈，爲婦人孩子造城； 

民32:17 我們自己要備妥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直到把他們領到他們的地方；但我們的婦人孩子，

因這地居民的緣故，要住在堅固的城內。 

民32:18 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產業。 

民32:19 我們不和他們在約但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因爲給我們的產業是在約但河東邊這裏。 

民32:20 摩西對他們說，你們若這樣行，在耶和華面前帶着兵器出去打仗， 

民32:21 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但河，直到祂把仇敵從祂面前趕出去， 

民32:22 那地在耶和華面前被制伏了，然後你們纔可以回來，卸下向耶和華和以色列的責任，這地也必在

耶和華面前歸你們爲業。 

民32: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便子

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 

申8: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西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 

西2:6 你們旣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西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着你們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着感謝，就

要在祂裏面行事爲人。 

腓3:7 只是從前我以爲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

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有的義，就是

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腓3: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腓3:14 向着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壹 包羅萬有的基督是由美地所豫表；在這美地裏我們一無所缺—申八 9： 

申8:9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一 基督作爲眾聖徒所分得的分（西一 12）指業分，如以色列人分得迦南美地之分，作他們的產

業（書十四 1）： 

西1:12 感謝父，叫你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 

書14:1 以下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產業，就是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人

各支派宗族的首領所分給他們的； 

1 新約信徒的基業，不是物質的土地，乃是包羅萬有的基督；祂是我們基業的憑質—弗一 14。 

弗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爲使神所買的產業得贖，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2 祂是眾聖徒所分得的分，作了我們神聖的基業，給我們享受—徒二六 18 下。 

徒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

入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着基業。 

二 神的心意是要把祂所有的子民帶到豫表基督作爲目標的美地；在舊約裏，神的百姓行走路

程，然後達到目標，但在新約中，我們浸入了基督的信徒已經在目標裏—羅六 3，加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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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一 30，西二 6～7 與註。 

羅6:3 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麼？ 

加3: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西2:6 你們旣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西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着你們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着感

謝，就要在祂裏面行事爲人。 

三 今天的美地就是基督那包羅萬有的靈（6，加三 14），祂住在我們的靈裏（提後四 22，羅八

16），作我們的享受；照着這靈而行（4，加五 16），乃是新約的中心和關鍵： 

西2:6 你們旣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

靈。 

提後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們同在。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羅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着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加5:16 我說，你們當憑着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慾了。 

1 歌羅西二章六至七節啓示，基督這美地是豐富的土壤，我們已在其中生了根，好使我們從

這土壤吸收元素而長大—參林前三 6、9，西二 19。 

西2:6 你們旣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西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着你們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着感

謝，就要在祂裏面行事爲人。 

林前3: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林前3:9 因爲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着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

長大。 

2 我們若在基督裏生根，自然而然就在基督裏行事爲人—在基督裏生活、行事、行動、爲人。 

3 要在基督裏深深的扎根，惟一的路乃是接觸主，並且花時間用許多禱告讀主的話；我們首

先往下長，然後向上結果—弗五 26，六 17～18，賽三七 31。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弗6:17 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弗6:18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求， 

賽37:31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4 當我們在基督裏行事爲人時，我們就會在基督裏被建造起來以活出基督；這樣活出基督就

產生基督團體的彰顯，就是召會生活—西二 6～7。 

西2:6 你們旣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西2:7 在祂裏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着你們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着感

謝，就要在祂裏面行事爲人。 

5 我們每天早晨需要花足彀的時間吸取主；十分鐘雖然好，但在一天的起頭，最好花半小時

享受主；我們早晨花時間接觸主，並且一天當中在靈裏，自然而然就吸取基督這土壤的豐

富進到我們裏面。 

6 我們必須花時間享受主這包羅一切的土地，使基督這豐富土壤裏的一切元素，都能被吸收

到我們裏面，好叫我們在經歷中，在祂裏面得豐滿—10 節上，四 2: 

a 我們若要吸取作爲土壤之基督的豐富，就需要有細嫩的新根；不要讓自己老化，乃要天

天新鮮而更新—林後四 16，參申三四 7，路十一 34～36，徒三 19～20，詩十六 11。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申34:7 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 

路11:34 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單一的時候，全身就明亮；但你的眼睛不專的時候，

身體就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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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1:35 所以你要察看，你裏面的光是否黑暗了。 

路11:36 若是你全身明亮，毫無黑暗，就必完全明亮，如同燈的明光照亮你。 

徒3:19 所以你們要悔改，並要回轉，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舒爽的時期，就得以從

主面前來到， 

徒3:20 祂也必差遣所豫先選定給你們的基督，就是耶穌。 

詩16: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b 我們需要忘掉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光景、我們的失敗以及我們的輭弱，單單花時間吸取

主，使我們在祂裏面被建造，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就是祂團體的彰顯—路八 13，太十

四 22～23，六 6。 

路8:13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聽了道，歡喜領受，但沒有根，不過是暫時信了，在試煉的

時候，就退後了。 

太14:22 耶穌隨卽催門徒上船，在祂以先到對岸去，等祂解散羣眾。 

太14:23 旣解散了羣眾，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祂單獨在那裏。 

太6: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你在隱密中的父，你父在隱密中察看，

必要報答你。 

貳 民數記啓示豫先安排美地的分配，豫表按照神的選擇對豐富之基督的分享——民三二 1～42，

三三 50～三六 13： 

民32:1 流便子孫和迦得子孫的牲畜極其眾多；他們看見雅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民32:2 就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首領，說， 

民32:3 亞大錄、底本、雅謝、寧拉、希實本、以利亞利、示班、尼波、比穩， 

民32:4 就是耶和華在以色列會眾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僕人也有牲畜； 

民32:5 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你僕人爲業，不要叫我們過約但河。 

民32:6 摩西對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說，難道你們的弟兄去打仗，你們竟坐在這裏麼？ 

民32:7 你們爲何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過去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那地呢？ 

民32:8 我先前從加低斯巴尼亞打發你們先祖去看那地，那時他們也是這樣行。 

民32:9 他們上到以實各谷，看了那地之後，使以色列人灰心喪膽，不進入耶和華所賜給他們的地。 

民32:10 當日耶和華的怒氣發作，就起誓說， 

民32:11 凡從埃及上來，二十歲以上的人，斷不得看見我所起誓要賜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因爲他們沒有專一跟從我。 

民32:12 惟有基尼洗人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可以看見，因爲他們專一跟從耶和華。 

民32:13 耶和華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使他們在曠野飄流四十年，直到在耶和華眼前行惡的那一代

人都消滅了。 

民32:14 誰知，你們這些罪人的種類起來接替先祖，使耶和華向以色列的烈怒越發加增。 

民32:15 你們若轉離不跟從祂，祂就要再把以色列人撇在曠野；你們便使這眾民全都滅亡。 

民32:16 兩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說，我們要在這裏爲牲畜壘圈，爲婦人孩子造城； 

民32:17 我們自己要備妥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直到把他們領到他們的地方；但我們的婦人孩

子，因這地居民的緣故，要住在堅固的城內。 

民32:18 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產業。 

民32:19 我們不和他們在約但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因爲給我們的產業是在約但河東邊這裏。 

民32:20 摩西對他們說，你們若這樣行，在耶和華面前帶着兵器出去打仗， 

民32:21 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但河，直到祂把仇敵從祂面前趕出去， 

民32:22 那地在耶和華面前被制伏了，然後你們纔可以回來，卸下向耶和華和以色列的責任，這地也

必在耶和華面前歸你們爲業。 

民32:23 倘若你們不這樣行，就得罪耶和華，要知道你們的罪必追上你們。 

民32:24 如今你們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爲你們的婦人孩子造城，爲你們的羊羣壘圈。 

民32:25 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對摩西說，僕人必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 

民32:26 我們的孩子、妻子、羊羣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 

民32:27 但你的僕人，凡帶兵器出去打仗的，都要照我主所說的，在耶和華面前過去打仗。 

民32:28 於是，摩西爲他們囑咐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眾支派宗族的族長， 

民32:29 對他們說，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凡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去打仗的，若與你們一同過約但河，

那地在你們面前被制伏了，你們就要把基列地給他們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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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32:30 倘若他們不帶兵器和你們一同過去，就要在迦南地你們中間得產業。 

民32:31 迦得子孫和流便子孫回答說，耶和華對僕人怎樣說，僕人就怎樣行。 

民32:32 我們要帶兵器，在耶和華面前過去，進入迦南地，只是在約但河這邊，我們所得爲業之地仍

歸我們。 

民32: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便

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 

民32:34 迦得子孫修建底本、亞他錄、亞羅珥、 

民32:35 亞他錄朔反、雅謝、約比哈、 

民32:36 伯寧拉、伯哈蘭，都是堅固城；他們又壘羊圈。 

民32:37 流便子孫修建希實本、以利亞利、基列亭、 

民32:38 尼波、巴力免（這些名字是改過的）、西比瑪，並給他們所修建的城起了別的名字。 

民32:39 瑪拿西的兒子瑪吉，他的子孫往基列去，佔了那地，趕出那裏的亞摩利人。 

民32:40 摩西將基列賜給瑪拿西的兒子瑪吉，他的子孫就住在那裏。 

民32:41 瑪拿西的子孫睚珥去佔了亞摩利人的村落，就稱這些村落爲哈倭特睚珥。 

民32:42 挪巴去佔了基納和基納的鄉村，就按自己的名稱基納爲挪巴。 

民三三50～三六13（畧） 

一 美地被二海（地中海與死海）一河（約但河）所環繞；這二海一河都表徵基督的死—民三四

2～3、6、12。 

民34:2 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進了迦南地，就是歸你們爲業的地，這迦南地邊界以內之地如下： 

民34:3 南面的地區要從尋的曠野，貼着以東的邊界；南界東端要從鹽海盡頭起， 

民34:6 西邊要以大海爲界；這要作你們的西界。 

民34:12 再下到約但河，通到鹽海爲止。這四圍的邊界以內，要作你們的地。 

二 這指明對基督的享受與祂的死極有關係；我們對基督的享受必須是在祂死的範圍、境界裏—

腓三 7～11。 

腓3:7 只是從前我以爲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

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有的義，

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腓3: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三 美地從兩邊毘鄰的水中升起，指明美地是上升、高舉之地；這表徵復活並升天的基督，屬天

的基督，已經在祂的復活裏進到我們裏面（約二十 22），並且我們在祂的升天裏享受祂的豐

富（弗二 6，西三 1～4）。 

約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弗2: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西3: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3:2 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西3:3 因爲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四 流便和迦得二支派請求領受神所應許的地（民三二 1～5、33），這並沒有錯；然而，他們想

要照着自己所選擇爲上好的來領受這應許，卻是不對的： 

民32:1 流便子孫和迦得子孫的牲畜極其眾多；他們看見雅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民32:2 就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首領，說， 

民32:3 亞大錄、底本、雅謝、寧拉、希實本、以利亞利、示班、尼波、比穩， 

民32:4 就是耶和華在以色列會眾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僕人也有牲畜； 

民32:5 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你僕人爲業，不要叫我們過約但河。 

民32: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

便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 

1 至終，他們的地是以色列土地中，頭一塊被東方來的外邦侵畧者奪取之地（代上五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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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留在半路，滿足於神一點祝福的人，很容易被仇敵擄去。 

代上5:25 他們干犯了他們列祖的神，隨從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這民就是神在他們面前所除滅的。 

代上5:26 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動亞述王普勒的靈，和亞述王提革拉毘尼色的靈；祂就把流便人、迦

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遷徙到哈臘、哈博、哈拉與歌散河邊，直到今日還在那裏。 

2 在屬靈的事上，我們最好不照着自己的選擇行事，乃要把事情交在主手中，讓主照着祂的

選擇來作—詩歌六五○首，參創十三 5～18。 

創13:5 與亞伯蘭同行的羅得，也有牛羣、羊羣、帳棚。 

創13:6 那地容納不下他們；因爲他們的家產甚多，使他們不能同住一起。 

創13:7 當時，迦南人與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牧養亞伯蘭牲畜的人和牧養羅得牲畜的人起了爭執。 

創13:8 亞伯蘭就對羅得說，你我不可相爭，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爭，因爲我們是弟兄。 

創13:9 徧地不都在你面前麼？請你離開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創13:10 羅得舉目看見約但河的全平原，直到瑣珥，都是滋潤的；那地在耶和華毀滅所多瑪、蛾摩

拉以前，如同耶和華的園子，也像埃及地。 

創13:11 於是羅得爲自己選擇約但河的全平原，往東遷移；他們就彼此分離了。 

創13:12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並且漸漸挪移帳棚，直到所多瑪。 

創13:13 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創13:14 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從你所在的地方，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創13:15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遠。 

創13:16 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纔能數算你的後裔。 

創13:17 你起來，縱橫走遍這地，因爲我必把這地賜給你。 

創13:18 亞伯蘭就搬了帳棚，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裏居住，在那裏爲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3 流便和迦得所要的地，不必過約但河就可以到達；沒有過約但河，表徵沒有對付並埋葬舊

人（見書三 16～四 12 注）；惟有在我們的舊人被對付並埋葬之後（羅六 3～6），我們纔有地

位得着包羅萬有的基督這美地作我們的享受。 

書三16～四12（畧） 

羅6:3 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麼？ 

羅6:4 所以我們藉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着父

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羅6: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4 流便支派、迦得支派、瑪拿西半支派所得的地（民三二 33），是按着他們自己的選擇，不必

過約但河就可以到達，因此實際上不是美地的一部分（參三四 14～15，三五 14）；這指明就

豫表說，那是在基督的死之外。 

民32: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

便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 

5 流便和迦得向耶和華和以色列的責任（三二 22）是由於他們對所得美地的分有自己的選擇

（—民三二 1～5）；我們事奉主，需要學習放下自己的選擇，免得在神和祂的子民面前受責

任的束縛。 

民32:22 那地在耶和華面前被制伏了，然後你們纔可以回來，卸下向耶和華和以色列的責任，這地

也必在耶和華面前歸你們爲業。 

民32:1 流便子孫和迦得子孫的牲畜極其眾多；他們看見雅謝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民32:2 就來見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的首領，說， 

民32:3 亞大錄、底本、雅謝、寧拉、希實本、以利亞利、示班、尼波、比穩， 

民32:4 就是耶和華在以色列會眾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僕人也有牲畜； 

民32:5 又說，我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這地給你僕人爲業，不要叫我們過約但河。 

6 照樣，我們自己的選擇也是在基督的死之外，所以與對豐富的基督真正的享受無關；我們

若不經過基督的死，就不能進入祂的復活與升天的範圍裏，享受祂作屬天、被高舉的一位—

參加二 20，腓三 10～11，西三 1～4。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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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爲我捨了自己。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腓3: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西3: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3:2 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西3:3 因爲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裏面。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五 得到『約但河東之地』，只彀得上神屬靈的目標，卻不是神榮耀的目標—在祂升天的地位上，

承受在基督裏豐盛的基業，就是基督豐盛的榮耀。 

六 流便支派、迦得支派和瑪拿西半支派只想到自己，太顧自己的享受，而不顧神的旨意、計畫、

目標、國度或見證。 

七 這指明我們若只顧自己的得救、平安、福分或財物，而留戀不前，就無法成就神的旨意、計

畫，或達到神的目標、國度和見證；我們不該以次好的取代上好的。 

八 摩西允許流便和迦得二支派的許諾（民三二 16～19、33），對他們說，他們若是與弟兄們同

去打仗，制伏那地，卸下他們的責任，就能得約但河東之地（—民三二 20～22）： 

民32:16 兩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說，我們要在這裏爲牲畜壘圈，爲婦人孩子造城； 

民32:17 我們自己要備妥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頭，直到把他們領到他們的地方；但我們的婦人

孩子，因這地居民的緣故，要住在堅固的城內。 

民32:18 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產業。 

民32:19 我們不和他們在約但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因爲給我們的產業是在約但河東邊這裏。 

民32: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

便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 

民32:20 摩西對他們說，你們若這樣行，在耶和華面前帶着兵器出去打仗， 

民32:21 所有帶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過約但河，直到祂把仇敵從祂面前趕出去， 

民32:22 那地在耶和華面前被制伏了，然後你們纔可以回來，卸下向耶和華和以色列的責任，這地

也必在耶和華面前歸你們爲業。 

1 摩西在此是代表神；許多時候神允許這樣的許諾，祂並不勉強我們。 

2 今天在召會中，許多愛主、追求主的人留在『約但河東』；他們只想留在神的祝福和眷顧之

下。 

九 流便、迦得和瑪拿西半支派的揀選使他們的子孫失去承受迦南地的權利（—民三二 18～19、

33）： 

民32:18 我們不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了產業。 

民32:19 我們不和他們在約但河那邊一帶之地同受產業，因爲給我們的產業是在約但河東邊這裏。 

民32:33 摩西將亞摩利王西宏的國和巴珊王噩的國，那地和那地四境的城邑，都給了迦得子孫和流

便子孫，並約瑟的兒子瑪拿西半個支派。 

1 這豫表我們今天若貪求安逸，只爲自己着想，在追求神的事上停在半路，放棄了權利，我

們就不能恢復這些權利，也無法得到補償；這是永遠的損失。 

2 反之，我們今天若肯出代價，一直往前進入神榮耀的目標，以致享受神的豐滿，將來必有

極爲豐盛且特別的享受—腓三 14。 

腓3:14 向着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十 神己命定基督作我們的分，給我們享受，但我們必須與神所命定的合作，把神和基督之外的

一切東西，從我們裏面趕出去；我們必須毀壞我們裏面所有的偶像，不給拜偶像留任何地位

（民三三 50～53，約壹五 21）；惟有那樣，我們纔能對基督有真正的享受，好爲着召會作祂

的建造和祂的國。 

民33:50 耶和華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相對的約但河邊，對摩西說， 

民33:51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過約但河進迦南地的時候， 

民33:52 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毀滅他們一切鏨成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鑄成的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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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 

民33:53 你們要奪取那地，住在其中，因我已經把那地賜給你們爲業。 

約壹5:21 孩子們，你們要保守自己，遠避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