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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以色列人部署安營， 

豫表神所救贖的人要終極完成爲新耶路撒冷 
JL 詩歌：637, 776 

讀經：民二2，啓二一12、21上，二二14 

民2:2 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對着會幕，在四邊安

營。 
啓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的名字； 
啓21:21上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 
啓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 

壹 在民數記二章二節耶和華對摩西和亞倫說，『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

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對着會幕，在四邊安營』： 
民2:2 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對着會幕，在四邊

安營。 

一 部署安營這事沒有人意的選擇；一個以色列人生在那個支派，就必須歸到

那個支派的纛下安營，不能有自己的選擇—參林前十二18。 
林前12:18 但如今神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二 就這豫表的屬靈意義說，信徒在召會中配搭，不能有自己的選擇；他們的

配搭必須完全是出於神的命定和安排。 

三 以色列人的纛有十二面（會幕四邊各三面纛），但只有一個中心目標，就

是以會幕和神的見證爲中心： 

1 爲着神百姓與神相會，帳幕稱爲會幕—利一1。 

利1:1 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對他說， 

2 爲着神的見證，帳幕稱爲見證的帳幕—民一50、53。 

民1:50 只要派利未人照管見證的帳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並一切屬於帳

幕的；他們要抬帳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並要伺候帳幕，在帳幕

四圍安營。 
民1:53 但利未人要在見證的帳幕四圍安營，免得忿怒臨到以色列人的會

眾；利未人要看守見證的帳幕。 

3 在新約，基督與作爲基督之擴大的召會，乃是帳幕這兩面的實際。 

貳 以色列人部署安營，豫表神所救贖的人要終極完成爲新耶路撒冷： 
一 以色列人對着會幕，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安營；這意思是，神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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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是向着四方—二1～34。 
民2:1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 
民2:2 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纛下，在自己宗族的旗號那裏，對着會幕，

在四邊安營。 
民2:3 在東邊，向日出之地，按着軍隊安營的，是屬於猶大營的纛；猶大

人的首領是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 
民2:4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七萬四千六百名。 
民2:5 挨着他安營的是以薩迦支派；以薩迦人的首領是蘇押的兒子拿坦

業， 
民2:6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五萬四千四百名。 
民2:7 又有西布倫支派；西布倫人的首領是希倫的兒子以利押， 
民2:8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五萬七千四百名。 
民2:9 凡屬猶大營，按着軍隊被數點的，共有十八萬六千四百名；他們要

作第一隊起行。 
民2:10 在南邊，按着軍隊是流便營的纛；流便人的首領是示丟珥的兒子以

利蓿， 
民2:11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四萬六千五百名。 
民2:12 挨着他安營的是西緬支派；西緬人的首領是蘇利沙代的兒子示路

蔑， 
民2:13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五萬九千三百名。 
民2:14 又有迦得支派；迦得人的首領是流珥的兒子以利雅薩， 
民2:15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名。 
民2:16 凡屬流便營，按着軍隊被數點的，共有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名；他

們要作第二隊起行。 
民2:17 隨後，會幕要起行，有利未營在諸營中間；他們怎樣安營，就怎樣

起行，各按本位，各歸本纛。 
民2:18 在西邊，按着軍隊是以法蓮營的纛；以法蓮人的首領是亞米忽的兒

子以利沙瑪， 
民2:19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四萬零五百名。 
民2:20 挨着他的是瑪拿西支派；瑪拿西人的首領是比大蓿的兒子迦瑪列， 
民2:21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三萬二千二百名。 
民2:22 又有便雅憫支派；便雅憫人的首領是基多尼的兒子亞比但， 
民2:23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三萬五千四百名。 
民2:24 凡屬以法蓮營，按着軍隊被數點的，共有十萬零八千一百名；他們

要作第三隊起行。 
民2:25 在北邊，按着軍隊是但營的纛；但人的首領是亞米沙代的兒子亞希

以謝， 
民2:26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六萬二千七百名。 
民2:27 挨着他安營的是亞設支派；亞設人的首領是俄蘭的兒子帕結， 
民2:28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四萬一千五百名。 
民2:29 又有拿弗他利支派；拿弗他利人的首領是以南的兒子亞希拉， 
民2:30 他軍隊被數點的，有五萬三千四百名。 
民2:31 凡屬但營被數點的，共有十五萬七千六百名；他們要歸本纛作末隊

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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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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2:33 惟獨利未人沒有數點在以色列人中，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民2:34 以色列人就這樣行，各人按他們的家族，照他們的宗族，歸於本

纛，安營並起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二 四邊各有三營；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三乘四，表徵神在祂的

神聖三一裏，與受造的人調和成爲一。 

三 三乘四等於十二，十二也指永遠和完全，以及行政和管理。 

四 因此，從以色列人部署安營的數字看，他們的編組表徵神在祂的神聖三一

裏，與受造的人調和爲一，形成一個永遠並完全行政的單位。 

五 啓示錄二十一章裏的新耶路撒冷有四邊，每邊有三個門，四邊共有十二個

門，十二個門上有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12～13節。 
啓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

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啓21:13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 

六 按照二至三節，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帳幕；民數記二章裏以色列人的安營，

是圍繞着帳幕，這幅圖畫和啓示錄二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相符：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

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

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1 啓示錄二十一章裏新耶路撒冷如何有四邊，民數記二章裏的安營也有四

邊。 

2 新耶路撒冷四邊各有三個門，上面有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同樣的，民數

記二章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安營也是四邊各有三個支派。 

3 這乃是描繪永遠裏的景象，顯示神在宇宙中的定旨，就是要使祂自己在

祂的神聖三一裏，與人調和，好成爲一個行政單位；這行政單位能爲祂

的見證爭戰。 

4 當十二個支派安了營，就如同一座城一樣；新耶路撒冷四邊的牆就是城

的保障。 

5 民數記裏十二營的軍隊部署安營，相當於新耶路撒冷的城牆；同樣，召

會中的配搭是爲着保障神的見證。 

6 各地召會裏面的行政都該是『三乘四』，等於『十二』，作爲那地神聖

的行政；這行政就是軍隊，爲神爭戰，並維持神的見證。 

叁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

又寫着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啓二一12： 
啓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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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派的名字； 

一 牆是爲着分別和保護；新耶路撒冷要絕對分別歸神，也要完全保護神的權

益。 

二 這牆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都需要這樣高大的牆，來分別並保護他

們。 

三 在神永遠的經綸裏，天使是服役的靈（來一14），爲那些承受救恩，並有

分於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中心）永遠之福的人效力。 
來1: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爲那些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麼？ 

四 這些天使要爲我們的產業看門，我們卻要享受神永遠經綸裏豐富的基業。 

五 在啓示錄二十一章十二節，以色列代表舊約的律法，指明新耶路撒冷的門

上有律法的代表；律法在看守並觀看，以保證聖城一切的交通、進出都合

乎律法的要求。 
啓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

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六 十二個門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徵這十二支派是聖城的入門；這

些入門乃是藉着福音的傳揚，引人進入三一神的豐富，享受其中的供應—

參二二14。 
啓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

城。 

肆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二一

21上： 
啓21:21上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 

一 珍珠產自死水中的蚌： 

1 當蚌被砂粒所傷，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裹砂粒，使其成爲寶貴的珍珠。 

2 蚌描述基督這位永活者進到死水中，爲我們所傷（參賽五三5），就分

泌祂的生命包裹我們，使我們成爲寶貴的珍珠，好被建造成爲神永遠的

居所和彰顯。 

賽53:5 那知祂爲我們的過犯受創，爲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的刑罰我

們得平安，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3 聖城的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表徵藉着那勝過死亡，並分泌生命的基

督而得的重生，乃是城的入口。 

4 這符合那由以色列所代表，並由看守的天使所觀看之律法的要求；惟有

憑着基督得勝的死和分賜生命的復活，所完成之一次永遠的重生，我們

纔能進城。 

5 神在這一個入口是三一的，要把我們帶進神裏面，帶進神的權益裏，帶

進神的國裏，並帶進神的經綸裏，這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三一神是我

們的三一入口—路十五1～32，弗二18，彼前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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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5:1 眾稅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穌，要聽祂。 
路15:2 法利賽人和經學家紛紛的唧咕議論說，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

們喫飯。 
路15:3 耶穌就對他們講了這個比喻說， 
路15:4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失去其中的一隻，不把這九十九隻撇在

曠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找着麼？ 
路15:5 找着了，就歡歡喜喜的扛在自己肩上，回到家裏， 
路15:6 召齊朋友、鄰舍，對他們說，和我一同歡喜罷，因爲我失去的那

隻羊已經找着了。 
路15:7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這樣爲他歡喜，比爲九

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 
路15:8 或是一個婦人有十個銀幣，若失落一個，豈不點上燈，打掃屋

子，細細的找，直到找着麼？ 
路15:9 找着了，就召齊朋友、鄰舍，說，和我一同歡喜罷，因爲我失落

的那個銀幣已經找着了。 
路15:10 我告訴你們，一個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這樣爲他歡

喜。 
路15:11 耶穌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路15:12 小的對父親說，父親，請把歸我的那一分家產給我。他父親就把

產業分給他們。 
路15:13 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收拾一切，起身往遠方去了，在那裏生

活放蕩，揮霍家產。 
路15:14 旣耗盡了一切，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乏起來。 
路15:15 於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個居民，那人打發他到自己的田裏去放

豬。 
路15:16 他恨不得拿豬所喫的豆莢充飢，也沒有人給他。 
路15:17 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

裏餓死麼？ 
路15:18 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犯罪得罪了天，

並得罪了你。 
路15:19 我不配再稱爲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 
路15:20 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裏去。相離還遠，他父親看見，就動了慈

心，跑去抱着他的頸項，熱切的與他親嘴。 
路15:21 兒子說，父親，我犯罪得罪了天，並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稱爲你

的兒子。 
路15:22 父親卻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

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路15: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 
路15:24 因爲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他們就快樂起來。 
路15:25 那時，大兒子正在田裏。他回來，離家不遠，聽見作樂跳舞的聲

音， 
路15:26 便叫過一個僕人來，查問是甚麼事。 
路15:27 僕人說，你兄弟來了，你父親因爲得他無災無病的回來，把肥牛

犢宰了。 
路15:28 大兒子就生氣，不肯進去，他父親就出來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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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5:29 他對父親說，看哪，我像奴僕服事你這麼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

你的命令，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樂。 
路15:30 但你這個兒子，和娼妓吞盡了你的產業，他一來了，你倒爲他宰

了肥牛犢。 
路15:31 父親對他說，孩子，你始終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路15:32 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

樂。 
弗2:18 因爲藉着祂，我們兩下在一位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 
彼前1: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

家、亞西亞、庇推尼的寄居者， 
彼前1: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着那靈得聖別，以致順從耶穌基

督，並蒙祂血所灑的人：願恩典與平安，繁增的歸與你們。 

二 珍珠表徵基督兩方面分泌的結果，這兩方面就是祂救贖並釋放生命的死，

以及祂分賜生命的復活： 

1 這兩種分泌（分賜），需要尋求的信徒憑基督復活的大能，每天主觀的

經歷基督的死，使他們模成基督的死—腓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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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們惟有憑基督復活的大能，纔能經歷祂的死；我們憑基督復活的大

能，就有能力和力量，把我們可憐的己留在十字架上—參歌二8～9上、

14。 

歌2:8 聽阿，是我良人的聲音；看哪，他躥山越嶺而來。 
歌2:9上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牡鹿。… 
歌2:14 我的鴿子阿，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求你讓我得見你

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因爲你的聲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 

3 我們也應當憑耶穌基督之靈（復活的實際）全備的供應，尋求每天主觀

的經歷基督的復活，使我們模成神長子的形像—腓一19，羅八28～29。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

應，終必叫我得救。 
羅8: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

旨意被召的人。 
羅8:29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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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基督的死惟有藉着基督的復活纔能給我們經歷，而基督的復活惟有憑着

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纔能對我們成爲真實的。 

5 我們轉到我們的靈裏，就碰着基督這賜生命的靈，這靈就是基督復活的

實際；我們必須藉着不住的禱告，時時在我們靈裏摸着基督—帖前五

17。 

帖前5:17 不住的禱告， 

6 祂的死應用到我們身上，就會將我們模成祂死的模型，而祂的靈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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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就會將我們模成，使我們進入祂形像（就是神長子之形像）的榮耀

裏。 

7 我們都需要禱告：『主，監禁我，一直保守我在你的死裏；我不要離開

你的死，卻要讓你的死成爲我甜美奇妙的住所；主，我要與你一同留在

你的死裏。』 

8 祂的死乃是祂有地位分泌自己來包裹我們的地方；這是惟一的地方，使

我們能享受並經歷祂復活的生命作生命的汁液，分泌出來包裹我們的全

人，使我們成爲一顆美妙的珍珠，爲着進入神的建造。 

9 基督爲我們受了傷，爲要把我們監禁在祂的傷處，好在我們一生中，一

再的在我們身上實施祂的分泌，使我們成爲珍珠，以建造神永遠的住

處。 

10 我們越主觀的成爲珍珠，就越在新耶路撒冷裏，也越在國度裏—太十

三45～46，約三5。 

太13:45 諸天的國又好像一個商人，尋找好珠子， 
太13:46 尋到一顆珍貴的珠子，就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了這珠子。 
約3:5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

不能進神的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