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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数记二章二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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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以色列人部署安营的
图画有深刻的印象，好知道神如何安排祂的子民。他
们的中心是会幕，就是帐幕，也就是见证的帐幕，四
边排列的是十二支派，每边有三个支派。首先，在东
边领头的是犹大营；犹大营包括三个支派：犹大、以
萨迦和西布伦支派（二 3~9）。其次，在南边是流便营，
由流便支派带领，有流便、西缅和迦得三个支派
（10~16）。然后，在西边是以法莲营，有以法莲、玛
拿西和便雅悯三个支派（18~24）。最后，在北边是但
营，有但、亚设和拿弗他利三个支派（25~31）。神是
召会追求进度
这样安排这十二个支派。
一、民数记结晶读经第贰篇
https://snippetinfo.net/media/2541
二、 旧约圣经民数记 1-2 章
利未支派是被分散的，未被数点在这十二个支派内，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
因为他们是服事帐幕的（33）。在神的主宰里，约瑟
f_BookNo=4&f_ChapterNo=1
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玛拿西─成为两个支派，这两
个支派代替了利未支派。利未支派作为服事者，被安
排在诸营中间，靠近帐幕的四围安营，与神非常亲近
第二篇 以色列人部署安营，预表神所救赎的人要终极
（17）。利未有三个儿子：革顺、哥辖和米拉利。神
完成为新耶路撒冷
在民数记一章，以色列人经过数点；到了二章他们就
安排革顺的家族在西边，哥辖的家族在南边，米拉利
受嘱咐要在帐幕四围部署安营。在此，神第一次组成
人的家族在北边（三 23、29、35）。然后在东边，就
祂的军队，为祂的权益争战。神指示祂的子民要围绕
是在帐幕入口的方向，有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们
一个中心部署安营，并且以一种特别的秩序面对这个
看守（38）。摩西代表神，亚伦家代表祭司，他们在
中心。神要他们这样行动，以这种方式从事争战，这
前面保卫神帐幕的入口。这是神何等美妙的安排。
是一件令人惊 奇 的事。这样的安排 、这样的部署安营，
是联于新耶路撒冷。这完全是人心无法想像的事。早
在这样的安排和排列里，我们能看见至少五项属灵的
在民数记的时代，这位永远的神，祂的思想就已经指
应用。首先，每个人都要照着他自己支派的纛安营，
向新耶路撒冷；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部署安 没有人意的选择。一个以色列人生在哪个支派，就要
营里，有许多属灵的应用。
在所属的支派那里安营，不能有个人的偏好、选择，
只能归到所属支派的纛下。第二，所有支派都是对着
以色列人的部署安营是神的设计。神计划祂的子民要
会幕，就是帐幕，也就是见证的帐幕安营。所以，两
这样部署，这启示出祂的思想，甚至启示出祂永世里
百万以色列人围绕着帐幕部署，不是朝着别的方向，
的思想。不管在民数记中以色列人的光景如何，神要
乃是朝向中间的帐幕。这是非常特别的。第三，这样
他们有这样奇妙的部署安营。这也将是千年国时以色
的见证是向着四方。这见证不只是为着一个方向，不
列真实的光景，也是要来之新耶路撒冷的情形。
只是为着一民一族，乃是为着全地各民各族。第四，
近期大事
一、4 月 5 日-7 日，在加州 Anaheim 有 ITREO 特会，
望弟兄们争取参加。可与东弟弟兄报名。
二、2 月 15 日-17 日，在加州 Anaheim 有国际华语特
会。Hamilton 召会已有 6 位圣徒报名。请圣徒们代祷，
望参加的圣徒把主今日的说话和丰富带回来。
三、2 月 10 日主日翟相林弟兄和薛铮姊妹在会所受浸
归入主名。赞美主，荣耀归神！
四、2 月 24 日主日下午 4-9 在 288 有余贵学弟兄带领
查读《创世记》。有简单晚餐，欢迎大家参加。
五、3/16 周六下午 2-4 点在会所有 Richard 和
Kristen Li 的结婚记念见证聚会，欢迎大家参加。祝
福他们这对新人，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在召会中尽
功用，成为柱子！
代祷事项
1. 请为 Princeton, Rider, MCCC 校园福音工作祷告
2. 请为在 WW 区，LH 区的青职福音工作祷告
3. 请为召会的儿童服事、青少年服事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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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安营的顺序是照着生命的光景，不是照着出 感觉，我们是来与神相会，神也要与我们相会，这就
生。犹大不是长子，他是第四个儿子，但犹大是君王 是帐幕称为会幕的原因。
的支派。照着创世记四十九章雅各的预言，犹大是个
小狮子，掐住仇敌的颈项（8~9）。所以犹大是刚强的。 见证的柜被放在帐幕里，所以帐幕就称作“见证的帐
基督是出于犹大支派，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祂已得胜 幕”。在地上有一个帐幕，其目的就是为了担负神的
（启五 5）。所以犹大的营被安置在前面带领，并保卫 见证。神的子民围绕这帐幕部署安营，就是要保护并
帐幕的入口。
守住神在地上的见证。这表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是
为着这见证，为使神能在地上被见证出来。我们来在
末了，这十二支派的安排，形成一个三乘四的部署。 一起不只是与神相会，享受神的同在，并且也是为着
每边有三个支派，共有四边。三表征三一神，四表征 神的见证，使神得以彰显，在这宇宙里得着祂的见证。
受造的人；三乘四，表征神在祂的三一里，与祂所造
的人调和，形成神永远行政的单位，在地上为着祂的 在新约，基督与作为基督之扩大的召会，乃是帐幕这
行动。
两面的实际。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在地上人生的意义，
就是基督与召会。我们若不活基督与召会，我们的一
部署安营这事没有人意的选择；一个以色列人生在哪 生就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无论我们的身
个支派，就必须归到哪个支派的纛下安营，不能有自 分地位如何，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都是为了这中心：
己的选择。就这预表的属灵意义说，信徒在召会中配 担负神在地上的见证，并为基督和召会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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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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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的纛有十二面（会幕四边各三面纛），但只 四个方向安营；这意思是，神的见证是向着四方。神
有一个中心目标，就是以会幕和神的见证为中心。在 的见证是为着全地，不只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所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必须有中心。在预 有的外邦人，为着万民和全地。
备争战的特别部署里，神不要祂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向
前方，或者向着东、西、南、北；祂要他们面向中心。 四边各有三营；三是指三一神，四是指受造的人；三
我们可能担心他们如何防卫后面；然而，神乃是要他 乘四，表征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与受造的人调和成
们面向中心。最终，我们会看见，其实是神在为他们 为一。这就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就是三乘四。你可
争战。不是他们争战。他们的责任就是对着中心，向 以将十二个支派排成一列，一个支派接着一个支派，
着见证。
或者排列成二乘六，但这些都不是神的设计。神的设
计乃是三乘四，表征神与人调和成为一，神性与人性
你的基督徒生活里有中心么？许多时候，青职圣徒总 调和为一，不是加在一起，乃是调和在一起成为一。
是问要怎么平衡生活。许多人有了孩子，工作压力大，
召会生活也需要他们，于是他们就问要以什么比例分 按照二至三节，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民数记二章里
配时间？是各三分之一么？我们要说，只要抓住中心， 以色列人的安营，是围绕着帐幕，这幅图画和启示录二
一切就平衡了。如果你没有中心，却试着要照你的想 十一章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相符。我们若将民数记二章
法来平均分配，你会发现这么作一点也不管用。你必 神子民的部署安营和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新耶路撒冷，这
须有个中心；中心一建立，你就知道你需要花多少时 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会看见二者是相似的。启示录里的
间在你的工作、家庭和召会生活上。我们必须首先建 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固定的城，民数记里的军队乃是行动
的新耶路撒冷。神要祂的子民在新耶路撒冷的形式和编
立我们的中心。
组里作为一个争战的单位。新耶路撒冷事实上是一个争
今天的召会生活是聚会的生活；可是现今这时代的人 战的单位；这是由民数记二章以色列人部署安营所表征。
都很忙，以致我们想尽量减少聚会。一方面，我们不
能为聚会而聚会；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没有聚会，
因为召会生活就是聚会生活。聚会不只是我们来与弟
兄姐妹们会面，聚会乃是我们来遇见神。我们每次去
聚会都该是与神相会。这就是希伯来十章所说的，
“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25）聚会不只是人
来在一起谈谈话，每次我们聚在一起，都必须有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