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一九年夏季訓練 

總題：民數記結晶讀經（二）（綱要附經文） 

第十二週 屬靈爭戰的需要，以及神的子民編組成軍，豫備好爭戰 

讀經：民二一1～3、21～35，二七12～23，三一13～54 

民21:1 住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就和以色列人爭戰，擄了他們幾個人。 

民21:2 以色列人向耶和華許願說，你若將這民交付我們手裏，我們就要把他們的城邑盡行毀滅。 

民21:3 耶和華聽了以色列人的呼聲，把迦南人交付他們，他們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盡行毀滅。那

地方的名便叫何珥瑪。 

民21:21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說， 

民21:22 求你讓我們從你的地經過；我們不偏入田間和葡萄園，也不喝井裏的水，只走王道，直到過了你

的境界。 

民21:23 西宏不准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經過，就招聚他的眾民出到曠野，攻擊以色列人；他到了雅雜，與

以色列人爭戰。 

民21:24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他，得了他的地，從亞嫩河到雅博河，直到亞捫人那裏；因爲亞捫人的邊界很

堅固。 

民21:25 以色列人奪取這一切的城邑，也在亞摩利人的一切城邑，就是希實本與希實本的一切鄉村住下。 

民21:26 這希實本是亞摩利人的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與摩押先前的王爭戰，從他手中奪取了他一切的

地，直到亞嫩河。 

民21:27 所以那些作詩歌的說，你們來到希實本；願西宏的城被修造，得堅立。 

民21:28 因爲有火從希實本發出，有火焰出於西宏的城，燒盡摩押的亞珥，併吞滅亞嫩河的高處。 

民21:29 摩押阿，你有禍了！基抹的民哪，你們滅亡了；基抹使自己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擄，交付亞摩利

人的王西宏。 

民21:30 我們射了他們；希實本盡皆毀滅，直到底本；我們使地荒涼，直到挪法；有火直燒到米底巴。 

民21:31 這樣，以色列人就在亞摩利人之地住下。 

民21:32 摩西打發人去窺探雅謝，以色列人就佔了雅謝的鄉村，趕出那裏的亞摩利人。 

民21:33 以色列人轉回，由通往巴珊的路上去；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在以得來與他們交戰。 

民21:34 耶和華對摩西說，不要怕他，因我已將他和他的眾民，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對待他像

對待住希實本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一般。 

民21:35 於是他們擊殺了他和他的眾子，並他的眾民，沒有留下一個，就得了他的地。 

民27: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這亞巴琳山，觀看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 

民27:13 看了以後，你也必歸到你本民那裏，像你哥哥亞倫一樣； 

民27:14 因爲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了我的話，沒有在湧水之處，在會眾眼前尊我爲

聖（這水就是在尋的曠野，加低斯米利巴的水）。 

民27:15 摩西對耶和華說， 

民27:16 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 

民27:17 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也可以引領他們出入，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羣一般。 

民27:1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將嫩的兒子約書亞領來，這人裏面有神的靈；你要按手在他頭上， 

民27: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在他們眼前囑咐他， 

民27:20 又要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人全會眾都聽從他。 

民27: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前爲他求問。他和以色列人

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話出入。 

民27:22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他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 

民27:23 按手在他頭上，囑咐他，正如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 

民31:13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一切的首領，都出到營外迎接他們。 

民31:14 摩西向打仗回來的軍長，就是千夫長、百夫長，發怒， 

民31:15 對他們說，你們要讓這一切婦女存活麼？ 

民31:16 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謀，叫以色列人在毘珥的事上，對耶和華行事不忠實，以致瘟疫臨到耶和華

的會眾。 

民31:17 所以，你們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殺了。 

民31:18 但女孩子中，凡沒有出嫁的，可以讓她們存活，歸給你們。 

民31:19 你們要在營外駐紮七日；凡殺了人的，和一切觸了被殺的，並你們所擄來的人口，都要在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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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七日潔淨自己； 

民31:20 也要爲自己潔淨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織的物和各樣的木器。 

民31:21 祭司以利亞撒對打仗回來的兵丁說，耶和華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律例乃是這樣： 

民31:22 金、銀、銅、鐵、錫、鉛， 

民31:23 凡能見火的，你們要叫它經火，就潔淨了，然而還要用除污穢的水潔淨它；凡不能見火的，你們

要叫它過水。 

民31:24 第七日，你們要洗衣服，就爲潔淨，然後可以進營。 

民31:25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31:26 你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各宗族的族長，要計算所擄獲的人口和牲畜的總數； 

民31:27 把所獲的分作兩半，一半歸與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歸與全會眾。 

民31:28 又要從出去打仗的兵丁所得的人口、牛、驢、羊羣中，每五百取一，作爲貢物奉給耶和華； 

民31:29 從他們所得的這一半之中，取出來交給祭司以利亞撒，作爲耶和華的舉祭。 

民31:30 從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之中，就是從人口、牛、驢、羊羣、各樣牲畜中，每五十取一，交給看

守耶和華帳幕的利未人。 

民31:31 於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民31:32 兵丁所獲的，就是他們所掠得、還留存的，有羊六十七萬五千隻， 

民31:33 牛七萬二千隻， 

民31:34 驢六萬一千匹， 

民31:35 女人共三萬二千口，都是沒有出嫁的。 

民31:36 出去打仗之人的分，就是他們所得的那一半，共計羊三十三萬七千五百隻， 

民31:37 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六百七十五隻； 

民31:38 牛三萬六千隻，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七十二隻； 

民31:39 驢三萬零五百匹，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六十一匹； 

民31:40 人一萬六千口，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三十二口。 

民31:41 摩西把貢物，就是耶和華的舉祭，交給祭司以利亞撒，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民31:42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從打仗的人取來分給他們的， 

民31:43 （會眾所得的那一半，有羊三十三萬七千五百隻， 

民31:44 牛三萬六千隻， 

民31:45 驢三萬零五百匹， 

民31:46 人一萬六千口，） 

民31:47 從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之中，無論是人口或是牲畜，摩西每五十取一，交給看守耶和華帳幕的

利未人，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民31:48 統領千軍的各軍長，就是千夫長、百夫長，都近前來見摩西， 

民31:49 對他說，僕人權下的兵已經計算總數，並不短少一人。 

民31:50 如今我們將各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臂環、手鐲、打印的戒指、耳環、項鍊，都送來爲耶和華的供

物，好在耶和華面前爲我們的性命遮罪。 

民31:51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就從他們收了金子，都是各樣打成的物件。 

民31:52 千夫長、百夫長所獻給耶和華爲舉祭的金子，共有一萬六千七百五十舍客勒。 

民31:53 各兵丁都爲自己獲得了財物。 

民31:54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從千夫長、百夫長收了金子，就帶進會幕，在耶和華面前作爲以色列人的記

念。 

壹 我們需要認識屬靈爭戰的需要—民二一 1～3、21～35： 

民21:1 住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就和以色列人爭戰，擄了他們幾個

人。 

民21:2 以色列人向耶和華許願說，你若將這民交付我們手裏，我們就要把他們的城邑盡行毀滅。 

民21:3 耶和華聽了以色列人的呼聲，把迦南人交付他們，他們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盡行毀滅。

那地方的名便叫何珥瑪。 

民21:21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說， 

民21:22 求你讓我們從你的地經過；我們不偏入田間和葡萄園，也不喝井裏的水，只走王道，直到過

了你的境界。 

民21:23 西宏不准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經過，就招聚他的眾民出到曠野，攻擊以色列人；他到了雅雜，

與以色列人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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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21:24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他，得了他的地，從亞嫩河到雅博河，直到亞捫人那裏；因爲亞捫人的邊

界很堅固。 

民21:25 以色列人奪取這一切的城邑，也在亞摩利人的一切城邑，就是希實本與希實本的一切鄉村住

下。 

民21:26 這希實本是亞摩利人的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與摩押先前的王爭戰，從他手中奪取了他一切

的地，直到亞嫩河。 

民21:27 所以那些作詩歌的說，你們來到希實本；願西宏的城被修造，得堅立。 

民21:28 因爲有火從希實本發出，有火焰出於西宏的城，燒盡摩押的亞珥，併吞滅亞嫩河的高處。 

民21:29 摩押阿，你有禍了！基抹的民哪，你們滅亡了；基抹使自己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擄，交付亞

摩利人的王西宏。 

民21:30 我們射了他們；希實本盡皆毀滅，直到底本；我們使地荒涼，直到挪法；有火直燒到米底巴。 

民21:31 這樣，以色列人就在亞摩利人之地住下。 

民21:32 摩西打發人去窺探雅謝，以色列人就佔了雅謝的鄉村，趕出那裏的亞摩利人。 

民21:33 以色列人轉回，由通往巴珊的路上去；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在以得來與他們交戰。 

民21:34 耶和華對摩西說，不要怕他，因我已將他和他的眾民，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對待

他像對待住希實本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一般。 

民21:35 於是他們擊殺了他和他的眾子，並他的眾民，沒有留下一個，就得了他的地。 

一 屬靈爭戰的源頭，在於撒但的意志與神的意志之間的衝突；這乃是撒但的國與神的國之間的

爭戰—太六 10，七 21，十二 26、28，賽十四 12～14。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太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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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他就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住？ 

太12:28 我若靠着神的靈趕鬼，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 

賽14:12 明亮之星，清晨之子阿，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 

賽14:13 你心裏曾說，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

北方的極處。 

賽14:14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使自己與至高者一樣。 

二 在主的恢復裏，我們是在戰場上；我們若要據有基督這美地，以成就神的定旨，就必須爭戰

敵擋並擊敗撒但的權勢—書五 2～六 16。 

書五2～六16（畧） 

三 神的軍隊戰勝亞拉得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王噩—民二一 1～3、21～35： 

民21:1 住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就和以色列人爭戰，擄了他們幾

個人。 

民21:2 以色列人向耶和華許願說，你若將這民交付我們手裏，我們就要把他們的城邑盡行毀滅。 

民21:3 耶和華聽了以色列人的呼聲，把迦南人交付他們，他們就把迦南人和迦南人的城邑盡行毀

滅。那地方的名便叫何珥瑪。 

民21:21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說， 

民21:22 求你讓我們從你的地經過；我們不偏入田間和葡萄園，也不喝井裏的水，只走王道，直到

過了你的境界。 

民21:23 西宏不准以色列人從他的境界經過，就招聚他的眾民出到曠野，攻擊以色列人；他到了雅

雜，與以色列人爭戰。 

民21:24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他，得了他的地，從亞嫩河到雅博河，直到亞捫人那裏；因爲亞捫人的

邊界很堅固。 

民21:25 以色列人奪取這一切的城邑，也在亞摩利人的一切城邑，就是希實本與希實本的一切鄉村

住下。 

民21:26 這希實本是亞摩利人的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與摩押先前的王爭戰，從他手中奪取了他一

切的地，直到亞嫩河。 

民21:27 所以那些作詩歌的說，你們來到希實本；願西宏的城被修造，得堅立。 

民21:28 因爲有火從希實本發出，有火焰出於西宏的城，燒盡摩押的亞珥，併吞滅亞嫩河的高處。 

民21:29 摩押阿，你有禍了！基抹的民哪，你們滅亡了；基抹使自己的男子逃奔，女子被擄，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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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摩利人的王西宏。 

民21:30 我們射了他們；希實本盡皆毀滅，直到底本；我們使地荒涼，直到挪法；有火直燒到米底

巴。 

民21:31 這樣，以色列人就在亞摩利人之地住下。 

民21:32 摩西打發人去窺探雅謝，以色列人就佔了雅謝的鄉村，趕出那裏的亞摩利人。 

民21:33 以色列人轉回，由通往巴珊的路上去；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在以得來與他們交戰。 

民21:34 耶和華對摩西說，不要怕他，因我已將他和他的眾民，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對

待他像對待住希實本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一般。 

民21:35 於是他們擊殺了他和他的眾子，並他的眾民，沒有留下一個，就得了他的地。 

1 亞拉得王（1）、亞摩利人的王（21）和巴珊王（33），是約但河東的『守門者』，爲撒但護衞

着迦南地，就是黑暗的國： 

民21:1 住南地的迦南人亞拉得王，聽說以色列人從亞他林路來，就和以色列人爭戰，擄了他們幾

個人。 

民21:21 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說， 

民21:33 以色列人轉回，由通往巴珊的路上去；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在以得來與他們交戰。 

a 被神的軍隊擊敗的諸王表徵執政的、掌權的和管轄這黑暗世界的；我們必須與他們爭

鬭—弗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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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b 以色列人要進入美地，必須通過這三個王所管治的境界，與他們爭戰，毀滅他們，並佔

領他們的境界。 

2 我們要得着基督追測不盡的豐富，就必須擊敗亞拉得王、亞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珊王噩所

表徵的屬靈仇敵並佔領他們的境界—三 8，六 10～12。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

給外邦人，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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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四 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爲要據有並享受美地，描繪在地上那看得見的景象背後，那看不見

的屬靈爭戰；這豫表召會的屬靈爭戰，抵擋『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但十 10～21，

弗六 10～12： 

但10:10 忽然有一隻手摸我，使我用膝和手掌，戰抖着支起來。 

但10:11 他對我說，大蒙眷愛的但以理阿，要明白我與你所說的話，只管在原地站起，因爲我現在

奉差遣來到你這裏；他對我說這話，我便戰戰兢兢的立起來。 

但10:12 他說，但以理阿，不要懼怕，因爲從你第一日專心求明白這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

你的言語已蒙垂聽；我是因你的言語而來。 

但10:13 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然而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因我單獨滯留在

波斯諸王那裏。 

但10:14 現在我來要使你明白你的民在末後日子必遭遇的事，而這異象是關於許多日子以後的事。 

但10:15 他向我說這些話時，我臉面朝地，啞口無聲。 

但10:16 不料，有一位像人子的，摸我的嘴脣；我便開口說話，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說，我主阿，因

這景象，我大受痛苦，毫無力氣。 

但10:17 我主的僕人怎能與我主說話呢？至於我，現今我渾身無力，毫無氣息。 

但10:18 有一位樣子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 

但10:19 他說，大蒙眷愛的人哪，不要懼怕，願你平安。你要剛強，要剛強；他一向我說話，我便

覺得有力量，說，我主請說，因你使我有了力量。 

但10:20 他就說，你知道我爲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出去後雅完的魔君

必來。 

但10:21 但我要將那記錄在真理書上的事告訴你。除了你們的君米迦勒之外，沒有剛強幫助我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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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魔君的。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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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1 按舊約豫表，迦南有兩方面： 

a 在積極一面，迦南是豐富之地（申八 7～10），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同祂追測不盡的豐富

（西一 12，弗三 8）。 

申8:7 因爲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從谷中和山上流出水來； 

申8:8 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那地有出油的橄欖樹，有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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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8:10 你喫得飽足，就要頌讚耶和華你的神，因祂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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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

音傳給外邦人， 

b 在消極一面，迦南表徵撒但黑暗國度在空中、天上的部分： 

㈠ 撒但是這世界的王（約十二 31）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弗二 2），有他的權勢（徒二六

18）和他的使者（太二五 41），這些使者是他的從屬，就是那些執政的、掌權的和管轄

這黑暗世界的（弗六 12）；因此，撒但有他的國（太十二 26），就是黑暗的權勢（西一

13）。 

約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弗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爲人，隨着這世界的世代，順着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那現

今在悖逆之子裏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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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5:41 然後祂又要對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離開我，進入那爲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

備的永火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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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太12:26 若撒但趕逐撒但，他就自相分爭，他的國怎能站住？ 

西1: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國裏； 

㈡ 迦南人豫表跟隨撒但的墮落天使，背叛的天使（啓十二 4、7），他們成了撒但國裏執政

的、掌權的和有權勢的（參但十 13、20）。 

啓12:4 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龍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

她生產之後，要吞喫她的孩子。 

啓12:7 天上起了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和它的使者也爭戰， 

但10:13 但波斯國的魔君，攔阻我二十一日；然而大君中的一位米迦勒來幫助我，因我單獨滯

留在波斯諸王那裏。 

但10:20 他就說，你知道我爲何來見你麼？現在我要回去與波斯的魔君爭戰，我出去後雅完的

魔君必來。 

㈢ 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爲要據有並享受美地，這豫表召會有分於屬靈的爭戰，抵擋

『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使聖徒能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地—弗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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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2 基督是我們的美地，神要我們得着基督，但在我們與美地之間，有一層屬鬼魔的權勢；我

們若要據有美地，就必須擊敗這些撒但的權勢—西一 12～13，二 15，弗三 18，六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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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祂拯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國裏； 

西2:15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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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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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3 在這裏有一個非常真實的屬靈爭戰是我們需要參與的；因此，召會必須是一個團體的戰士，

爭戰好得着包羅萬有的基督，爲着建立並開展神的國，使基督能回來承受這地—弗六 10～

19 節。 

弗6:10 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裏，靠着祂力量的權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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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弗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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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6:14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穿上義的胸甲， 

弗6:15 且以和平福音的穩固根基，當作鞋穿在腳上；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銷滅那惡者一切火燒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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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6: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 

五 主耶穌已經得勝，召會在地上的工作就是維持基督的得勝—來二 14，西二 15，約壹三 8： 

來2:14 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爲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

是魔鬼， 

西2:15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約壹3:8 犯罪的是出於魔鬼，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爲此，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要消除魔鬼的

作爲。 

1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爲要消除魔鬼的作爲—8 節。 

約壹3:8 犯罪的是出於魔鬼，因爲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爲此，神的兒子顯現出來，是要消除魔鬼的

作爲。 

2 基督作爲人，在曠野的試誘中擊敗撒但—太四 1～11。 

太4:1 隨後，耶穌被那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誘。 

太4:2 祂禁食了四十晝四十夜，後來就餓了。 

太4:3 那試誘者進前來，對祂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叫這些石頭變成餅吧。 

太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着，『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太4:5 而後魔鬼帶祂進了聖城，叫祂站在殿翼上， 

太4:6 對祂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就跳下去吧；因爲經上記着，『主要爲你吩咐祂的使者，用手

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太4: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着，『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太4:8 魔鬼又帶祂上到一座極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和萬國的榮耀，都指給祂看， 

太4:9 對祂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你。 

太4:10 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爲經上記着，『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太4:11 於是魔鬼離開了耶穌，看哪，有天使進前來服事祂。 

3 主耶穌藉着死，廢除了掌死權的魔鬼，廢掉撒但，使他歸於無有—來二 14，林前一 28。 

來2:14 兒女旣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爲要藉着死，廢除那掌死權的，就

是魔鬼， 

林前1: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出身卑下的，以及被人藐視的，就是那些無有的，爲要廢掉那些有的， 

4 神公開羞辱了邪惡的天使，仗着基督的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西二 15。 

西2:15 旣將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神就把他們公然示眾，仗着十字架在凱旋中向他們誇勝。 

5 基督釘死的功效是撒但背叛的根基動搖，撒但屬地之國的營壘崩漬，並且死亡和陰間的能

力被勝過並征服—太二七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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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7:51 看哪，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地就震動，磐石也崩裂； 

太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6 基督在祂神性的靈裏，去向無底坑的邪靈，宣揚祂在十字架上勝過撒但—彼前三 18～20。 

彼前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爲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爲要引你們到神面前；在肉體裏祂被治

死，在靈裏祂卻活着； 

彼前3:19 在這靈裏，祂也曾去向那些在監獄裏的靈， 

彼前3:20 就是向從前在挪亞豫備方舟的日子，神恆忍熱切等待的時候，那些悖逆者宣揚；那進入方

舟，藉着水安全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7 得勝者，就是大能者，領悟屬靈的爭戰是基於基督的得勝—珥三 11 下，約十二 31，啓五 5: 

珥3:11 四圍的列國阿，你們要速速的來，一同聚集。耶和華阿，求你使你的大能者在那裏降臨！ 

約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啓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衞的根，祂已得勝，能以展

開那書卷，揭開它的七印。 

a 屬靈爭戰的起點是站在基督的得勝上面—弗六 11、13。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弗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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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們需要看見基督已經得勝—啓三 21。 

啓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

樣。 

8 召會在地上必須繼續並顯明基督對撒但的得勝工作—弗六 13，啓十二 11。 

弗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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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12: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

命。 

六 我們要從事屬靈的爭戰，就必須認識身體，認識升天，並在生命中作王—弗一 22～23，二 6，

四 16，西三 1～4，羅五 17、21。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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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

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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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着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

藉着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羅5: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着義作王，叫人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 

貳 在民數記二十七章末了，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已經編組成軍，豫備好爭戰： 

一 以色列人成爲新的百姓，組成新的軍隊，有了新的神治—民二十七 12～23 節： 

民27: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這亞巴琳山，觀看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 

民27:13 看了以後，你也必歸到你本民那裏，像你哥哥亞倫一樣； 

民27:14 因爲你們在尋的曠野，當會眾爭鬧的時候，違背了我的話，沒有在湧水之處，在會眾眼前

尊我爲聖（這水就是在尋的曠野，加低斯米利巴的水）。 

民27:15 摩西對耶和華說， 

民27:16 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 

民27:17 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也可以引領他們出入，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羊羣一般。 

民27:1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將嫩的兒子約書亞領來，這人裏面有神的靈；你要按手在他頭上， 

民27: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在他們眼前囑咐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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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27:20 又要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人全會眾都聽從他。 

民27: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前爲他求問。他和以

色列人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話出入。 

民27:22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去行；他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 

民27:23 按手在他頭上，囑咐他，正如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 

1 新的百姓重新數點過，新的軍隊重新形成並得着加強，新的領導者約書亞被指派事奉。 

2 約書亞不是單憑自己事奉，乃是同着祭司以利亞撒，以利亞撒要藉烏陵和土明得着神聖的

指示；這就是說，百姓中間有了新的神治—民二十七 19～21 節。 

民27:19 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面前，在他們眼前囑咐他， 

民27:20 又要將你的尊榮給他幾分，使以色列人全會眾都聽從他。 

民27: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前爲他求問。他和以

色列人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話出入。 

二 神的百姓被編組、被構成、受管教、受訓練並且合格了，就來到摩押平原，等候着要進入美

地，取得這地並據有這地爲業—三六 13。 

民36:13 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相對的約但河邊，藉著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和典章。 

三 以色列人編組成軍，爲神爭戰，豫表新約的信徒被建造成爲基督生機的身體，要爲神並與神

一同爭戰，以完成神的經綸—弗四 16，六 12。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

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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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跤。 

四 除了約書亞和迦勒以外，那些彀資格並豫備好去據有美地的人，都是較年輕的—申一 35～

36，民十四 31： 

申1:35 這惡世代的人，連一個也不得見我起誓要賜給你們列祖的美地， 

申1:36 惟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我要將他所踏過的地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爲他專一跟

從我耶和華。 

民14:31 但你們的孩子，就是你們所說，要被擄掠的，我必把他們領進去，他們必得知你們所棄絕

的那地。 

1 第二代不像第一代經歷那麼多，但他們得着了第一代所經歷的益處—民二六 63～65。 

民26:63 這些就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所數點的；他們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相對的約但河邊，數點

以色列人。 

民26:64 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摩西和祭司亞倫從前在西乃的曠野所數點的以色列人； 

民26:65 因爲耶和華曾論到他們說，他們必要死在曠野。除了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

以外，連一個人也沒有存留。 

2 年長的一代也許把他們所經歷、所享受、所遭遇的一切都告訴了年輕的一代；這些話乃是

對第二代之培育的一部分。 

3 年長一代所經歷的對於建造年輕的一代非常有果效；所以神能從第二代中豫備六十幾萬

人，這一班人有豐富的承受和剛強的背景，彀資格組成軍隊，爲神的國爭戰。 

4 今天在主的恢復中，原則也是一樣；年長一代所經歷的傳給了年輕的一代，對於建造他們，

並豫備他們與神一同並爲着神爭戰，非常有果效。 

五 在民數記三十一章十三至五十四節，我們看見一幅神那已經編組成軍，豫備爭戰之百姓中間

同心合意的美麗圖畫—31 節： 

民31:13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一切的首領，都出到營外迎接他們。 

民31:14 摩西向打仗回來的軍長，就是千夫長、百夫長，發怒， 

民31:15 對他們說，你們要讓這一切婦女存活麼？ 

民31:16 這些婦女因巴蘭的計謀，叫以色列人在毘珥的事上，對耶和華行事不忠實，以致瘟疫臨到

耶和華的會眾。 

民31:17 所以，你們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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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31:18 但女孩子中，凡沒有出嫁的，可以讓她們存活，歸給你們。 

民31:19 你們要在營外駐紮七日；凡殺了人的，和一切觸了被殺的，並你們所擄來的人口，都要在

第三日和第七日潔淨自己； 

民31:20 也要爲自己潔淨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織的物和各樣的木器。 

民31:21 祭司以利亞撒對打仗回來的兵丁說，耶和華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律例乃是這樣： 

民31:22 金、銀、銅、鐵、錫、鉛， 

民31:23 凡能見火的，你們要叫它經火，就潔淨了，然而還要用除污穢的水潔淨它；凡不能見火的，

你們要叫它過水。 

民31:24 第七日，你們要洗衣服，就爲潔淨，然後可以進營。 

民31:25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31:26 你和祭司以利亞撒，並會眾各宗族的族長，要計算所擄獲的人口和牲畜的總數； 

民31:27 把所獲的分作兩半，一半歸與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歸與全會眾。 

民31:28 又要從出去打仗的兵丁所得的人口、牛、驢、羊羣中，每五百取一，作爲貢物奉給耶和華； 

民31:29 從他們所得的這一半之中，取出來交給祭司以利亞撒，作爲耶和華的舉祭。 

民31:30 從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之中，就是從人口、牛、驢、羊羣、各樣牲畜中，每五十取一，

交給看守耶和華帳幕的利未人。 

民31:31 於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民31:32 兵丁所獲的，就是他們所掠得、還留存的，有羊六十七萬五千隻， 

民31:33 牛七萬二千隻， 

民31:34 驢六萬一千匹， 

民31:35 女人共三萬二千口，都是沒有出嫁的。 

民31:36 出去打仗之人的分，就是他們所得的那一半，共計羊三十三萬七千五百隻， 

民31:37 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六百七十五隻； 

民31:38 牛三萬六千隻，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七十二隻； 

民31:39 驢三萬零五百匹，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六十一匹； 

民31:40 人一萬六千口，從其中歸耶和華爲貢物的，有三十二口。 

民31:41 摩西把貢物，就是耶和華的舉祭，交給祭司以利亞撒，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民31:42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就是摩西從打仗的人取來分給他們的， 

民31:43 （會眾所得的那一半，有羊三十三萬七千五百隻， 

民31:44 牛三萬六千隻， 

民31:45 驢三萬零五百匹， 

民31:46 人一萬六千口，） 

民31:47 從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之中，無論是人口或是牲畜，摩西每五十取一，交給看守耶和華

帳幕的利未人，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民31:48 統領千軍的各軍長，就是千夫長、百夫長，都近前來見摩西， 

民31:49 對他說，僕人權下的兵已經計算總數，並不短少一人。 

民31:50 如今我們將各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臂環、手鐲、打印的戒指、耳環、項鍊，都送來爲耶和

華的供物，好在耶和華面前爲我們的性命遮罪。 

民31:51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就從他們收了金子，都是各樣打成的物件。 

民31:52 千夫長、百夫長所獻給耶和華爲舉祭的金子，共有一萬六千七百五十舍客勒。 

民31:53 各兵丁都爲自己獲得了財物。 

民31:54 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從千夫長、百夫長收了金子，就帶進會幕，在耶和華面前作爲以色列

人的記念。 

民31:31 於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1 在各類人中間的整個光景，乃是平安、喜悅與和諧的，因爲他們都同心合意—徒一 14。 

徒1:14 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

告。 

2 在召會裏真正的同心合意，乃是實行基督身體的一，就是那靈的一—弗四 3～6： 

弗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弗4: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 

弗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4: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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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心合意是指在我們內裏的所是裏，在我們的心思和意志裏的和諧—徒一 14，太十八 19。 

徒1:14 這些人同着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

的禱告。 

太18:19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在地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

他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 

b 同心合意乃是在我們全人裏面是一，結果我們在外面的說話上也是一—羅十五 5～6。 

羅15:5 但願那賜忍耐與鼓勵的神，叫你們照着基督耶穌，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羅15:6 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c 我們要同心合意，就需要同有一個心和一條路；這一個心和一條路就是同心合意—耶三

二 39。 

耶32:39 我要賜給他們一個心和一條路，好叫他們終身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以後的子孫得福

樂。 

d 爲着主的行動，眾召會需要同心合意；我們都該說一樣的話，吹同樣的號，教導相同的

事，並且有同樣的實行—書一 16～18，六 1～16，徒二 42，四 24、32，林前四 17，七

17，十一 16，十四 34，提前一 3～4，六 3。 

書1:16 他們回答約書亞說，你所吩咐我們行的，我們都必行；你所差遣我們去的，我們都必

去。 

書1:17 我們從前怎樣在一切事上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聽從你；惟願耶和華你的神與你同

在，像與摩西同在一樣。 

書1:18 無論甚麼人違背你的命令，不聽從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話，那人就要被處死。你只要剛

強壯膽。 

書6:1 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緊，無人出入。 

書6:2 耶和華對約書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

手中。 

書6:3 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六日都要這樣行。 

書6:4 七個祭司要拿着七個羊角號走在約櫃前。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號。 

書6:5 他們吹羊角的聲音拖長，你們聽見號聲時，眾百姓要大聲呼喊，城牆就必塌陷，百姓

個個都要往前直上。 

書6:6 嫩的兒子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對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要有七個祭司拿着七個羊角

號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書6:7 又對百姓說，你們前去繞城，帶兵器的要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書6:8 約書亞對百姓說完了話，七個祭司拿着七個羊角號走在耶和華面前吹號；耶和華的約

櫃在他們後面跟隨。 

書6:9 帶兵器的走在吹號的祭司前面，後隊走在約櫃後面，祭司不住的吹號。 

書6:10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不可呼喊，不可出聲，連一句話也不可出你們的口，等到我

叫你們呼喊的日子，那時纔可以呼喊。 

書6:11 這樣，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繞了一次；眾人回到營裏，就在營裏住宿。 

書6:12 約書亞清早起來，祭司又抬起耶和華的約櫃。 

書6:13 七個祭司拿着七個羊角號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不住的吹號；帶兵器的在他們前面

走，後隊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後面，祭司不住的吹號。 

書6:14 第二日，眾人把城繞了一次，就回營裏去。六日都是這樣行。 

書6: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照樣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了七次。 

書6:16 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號的時候，約書亞對百姓說，呼喊吧，因爲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

你們了。 

徒2:42 他們都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裏，持續擘餅和禱告。 

徒4:24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宰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徒4: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魂的，沒有人說他的財物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林前4:17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裏去；他在主裏是我所親愛、忠信的孩子；他必題醒你

們，我在基督耶穌裏怎樣行事，正如我在各處各召會中所教導的。 

林前7:17 只要照主所分給各人的，和神所召各人的而行。我在眾召會中都是這樣吩咐。 

林前11:16 若有人想要強辯，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神的眾召會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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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4:34 婦女在召會中要靜默，像在眾聖徒的眾召會中一樣，因爲不准她們說話；她們乃要服

從，正如律法所說的。 

提前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

不同的事，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裏的經

綸並無助益。 

提前6:3 若有人教導的不同，不贊同健康的話，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話，以及那合乎敬虔的

教訓， 

六 在神在祂神聖三一裏的祝福之下，也在神人摩西的祝福之下，神的軍隊豫備好去取得美地—

民六 22～27，林後十三 14，申三十 16，三三 1。 

民6:22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申30:16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愛耶和華你的神，行祂的道路，謹

守祂的誡命、律例和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你神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爲

業的地上，賜福與你。 

申33:1 以下是神人摩西死前爲以色列人所祝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