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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六 10/19 全召会弟兄姊妹携福音朋友一起去宾
州的 Tobyhanna 公园秋游，有一百三十多位参加。愿
主祝福这次相调，也借这样的机会传播神的福音。
二、10 月 25-27 的英文特会在 Franklin 召会会所举
行。我们需要接待外州来的圣徒，愿弟兄姊妹祷告记
念，并热心接待弟兄姊妹。
三、10/31 周四下五点会所有 Hallelujah 晚聚。愿有
儿童的圣徒们，及可以服侍的兄弟姊妹们一起来。在
会所享受，从世界分别。
四、Splendor Bilingual Montessori School 被评
为 2019 年汉密尔顿 Montessori School 第一
名。目前有 学生 25 名并且陆续有学生加入， 请
继续为学校祷告并 帮助宣传学校的信息。
2019 夏季训练 民数记结晶读经《三》第十篇
https://heavenlyfood.cn/conf/content.php?id=201
9&sub=4&message=10

第十篇 基督是从雅各而出的星
基督是从雅各而出的星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奇妙的基督是从雅各而出的
星。这是根据民二四 17：“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
这星就是基督。太二 1~12 的记载乃是这个预言的应
验。一至二节说，“在希律王的日子，耶稣生在犹太
的伯利恒。看哪，有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那生为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因为祂的星出现的
时候，我们看见了，就前来拜祂。”这里不是说那
星，也不是说一颗星，而是说“祂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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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二章一至十二节启示，寻得如星的基督是一件活
的事，而不仅仅是圣经道理知识的事。这星的显现远
在圣地的圣殿之外，远在犹太的宗教中心之外，远离
祭司、经学家、法利赛人，远离所有守宗教的百姓；
反之，在外邦人之地，却有一颗星显明了一些有关基
督的事。单单手持圣经，念弥五 2 说基督将生在伯利
恒，那是不灵的；我们也许有圣经，但可能我们失去
了属天的星。
那星就是活的启示，活的异象，不是老旧且死的圣经
道理知识，不是弥五 2 死的知识；今日我们所需要的
不是单单圣经的知识，而是属天的异象，今日、即时
的异象，活的异象，人的观念永远没法教导的异象。
每次我们来读圣经时，就是来到主这里；我们要对主
说，“主，开我的心窍，使我能明白圣经；光照我的
心眼，使我能看见你活的异象。我不要光有道理的知
识，我要活的异象。”
不论我们多“合乎圣经”，我们若失去主的同在，我
们就完全错了；在新约里寻求并跟随主的路，乃是不
断停留在祂隐密的同在中（约五 39~40，赛四五 15，
出三三 11、14，参林后五 16）。
约五 39~40 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
永远的生命，为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
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每次我们来读主的话，不论是
圣经或是解开圣经的职事信息，我们都需要向主祷
告：“主，我是在你的话里来到你这里，我要在你的
话中看见你。”
储存一些圣经知识是容易的事，但我们若要有活
的引导，我们就必须活在与主亲密的关系里；我们必
须与祂是一（林后二 10~14）。星象家看见了基督，并
且敬拜祂；然后他们在梦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见希
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太二 12）；我们一
旦看见了基督，就绝不走原路，就是遇不见基督之宗
教的路，我们一定会走别的路。
在预表里，活星乃是基督的复制。基督是从雅各而出
的星；我们作基督的复制，也是活星，活星乃是借着
照耀来管理。哪里有照耀，哪里就有管理，使生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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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本篇信息也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成为基督
这从雅各而出之星的复制。祂要使我们都成为众活
星，作祂的复制。启一 16 说，“祂右手中拿着七
星”，然后二十节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
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
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召会。”所以，要成为星，要
作基督的复制，就要作众召会的使者。在二至三章，
主写信给七个召会时，并不是直接写给召会，而是写
给那七个召会的使者，比如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
者，给在士每拿的召会的使者，给在别迦摩的召会的
使者等等（二 1、8、12、18，三 1、7、14）。
基督忠信的跟从者是照耀的活星，他们跟随基督这照
耀的活星，成为祂的复制（但十二 3，参创二二
17）。但十二 3 说，“通达人必发光，如同穹苍的光
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
远。”在创二二 17，主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使你
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们这些
信主的人乃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因为联于基
督这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而成为亚伯拉罕的众后
裔，也就是天上的星。亚伯拉罕还有其他后裔，他们
是属地的后裔，是海边的沙。
我们若要成为活星，必须满了光。以下七个点，说到
如何能蒙主光照，成为活星。
第一，光在神的话里。这里所说神的话，不是指圣
经中写成的话，乃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的
话，将圣经的话更新的启示给我们。
第二，光照在于神的怜悯。每当神向我们施怜悯，
光就随着怜悯而赐下。
第三，我们要蒙光照，必须愿意接受主的光照。我
们的心要单纯，只渴望寻求得着祂。在诗二七 8 诗人
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
说，耶和华啊，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让主来光照
我们，不要躲避主的光照。
第四，我们若要蒙光照，需要将自己向主敞开，将心
转向祂，毫无保留地将全人摆在祂面前。我们要向主
祷告：“主，我毫无保留地的向你敞开，求你光照我
的全人。”我们若向主关闭，就会成为专门批评、审
判人的人。
第五，我们要蒙光照，就要停下自己，把自己的观
点、看法、感觉、想法和意见都停下来。一个人若完
全停下自己，来到主面前，就能极其单纯地接受主的
话。有时我们来读主的话，结果把自己的看法、感觉
和意见都读进主的话里。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停下自己
的所是。我们要像马利亚一样，停下自己来听主说话
（路十 39）。
第六，我们要蒙光照，就不能与光争执。光在我们

里面照亮时，我们不能与光争执或争论。无论是个人
读经，或在小组里，或参加职事聚会，当光在我们里
面说话，或借着尽职的灵在我们外面说话，我们都不
要与主的光争执。
第七，我们必须不断活在光中。弗五 8 说，“你
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
要像光的儿女。”这里不是说我们从前在黑暗里，乃
说我们从前就是黑暗本身。但如今我们在主里面乃是
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
众活星留意经上申言者的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
灯”，使基督这晨星日复一日在他们心里出现；我们
若留意圣经如灯照在暗处的话，会叫我们在基督作晨
星实际显出前，就得着祂在我们心里出现，照耀在我
们今天所处之背道的黑暗中（彼后一 19，约六 63，启
二 28，二二 16，提后四 8）。彼后一 19 的意思是，我
们天天都要让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好使我们在那一
天能享受祂作国度的奖赏，就是晨星。启二 28 说，
“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二二 16 说，“我耶稣差遣
我的使者，为众召会将这些事向你们作见证。我是大
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按晨星的原则，基督徒应当清早起来，因为清晨是遇
见主最好的时候（与神有交通、赞美歌颂、祷读圣经
同职事的话并向主祷告）（歌七 12，诗五 1~3，五七
8~9，五九 16~17，六三 1~8，九十 14，九二 1~2，一
〇八 2~3，一四三 8，出十六 21）。我们需要清早起
来，个人亲近主，不管自己感觉如何，都要花时间与
主同在。我们要对主说，“主，我要花时间与你同
在，我要与你有交通。主，求你也与我交通，向我显
为真实。”我们晨兴时，也可以使用晨兴圣言作帮
助。
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一直蒙保守在正路上，遇见
主，敬拜祂，并向祂献上我们的爱；愿主使我们都像
这些星象家，跟随活星去寻得基督，好成为祂的复
制，作众活星（参弗五 8~9）。（E.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