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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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週 基督是從雅各而出的星 

讀經：民二四17，創一14～19，但十二3，太二1～12，啓一16、20，二1、28，三1，二二16，彼後

一19，創二二17，猶12～13 

民24:17 我看祂，卻不在現時；我望祂，卻不在近日。必有一星從雅各而出，必有一杖從以色列興起，祂

必打碎摩押的四角，毀壞舍特所有的子孫。 

創1:14 神說，天上穹蒼之中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創1:15 並要發光在天上穹蒼之中，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 

創1:16 於是神造了兩個大的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 

創1:17 就把這些光體擺設在天上穹蒼之中，普照在地上， 

創1:18 管理晝夜，分別光暗；神看是好的。 

創1: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但12:3 通達人必發光，如同穹蒼的光輝；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太2:1 在希律王的日子，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看哪，有星象家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太2:2 那生爲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因爲祂的星出現的時候，我們看見了，就前來拜祂。 

太2:3 希律王聽見了，就驚慌不安，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樣。 

太2:4 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長和民間的經學家，向他們查問，基督當生在何處。 

太2:5 他們對他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爲藉着申言者所記的是這樣： 

太2: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的首領中，絕不是最小的，因爲有一位掌權者要從你出來，牧養

我民以色列。』 

太2:7 當下，希律王暗暗的召了星象家來，向他們確查那星出現的時間， 

太2: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詳確的搜尋那孩子，尋到了，就報告我，我也好去拜祂。 

太2:9 他們聽了王的話，就去了。看哪，他們曾看見它出現的那星，在他們前頭領路，直領到那孩子那

裏，就在上頭停住了。 

太2:10 他們看見那星，就極其歡樂。 

太2:11 進了屋子，看見那孩子和祂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祂，揭開寶盒，向祂獻上黃金、乳香和沒藥爲

禮物。 

太2:12 星象家旣在夢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啓1:16 祂右手中拿着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中天發光。 

啓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燈臺就

是七個召會。 

啓2:1 你要寫信給在以弗所的召會的使者，說，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這樣說， 

啓2: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啓3:1 你要寫信給在撒狄的召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爲，按名

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啓22: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爲眾召會將這些事向你們作見證。我是大衞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

亮的晨星。 

彼後1:19 我們並有申言者更確定的話，你們留意這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

們心裏出現，你們就作得好了； 

創22:17 論福，我必賜福給你；論繁增，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後裔必得

着仇敵的城門； 

猶1:12 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筵上乃是暗礁，與你們同喫的時候，無所懼怕；他們是只餧養自己的牧人；

是沒有雨水的雲彩，被風飄蕩；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 

猶1:13 是海裏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泡沫；是流蕩的星，有黑暗的幽冥爲他們永遠存留。 

壹 民數記二十四章十七節說，『必有一星從雅各而出』；這星是指基督： 

民24:17 我看祂，卻不在現時；我望祂，卻不在近日。必有一星從雅各而出，必有一杖從以色列興起，

祂必打碎摩押的四角，毀壞舍特所有的子孫。 

一 基督這豫表的應驗，見於馬太二章二節所記載星象家（來自東方的博學者）的話：『那生爲

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因爲祂的星出現的時候，我們看見了，就前來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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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2 那生爲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因爲祂的星出現的時候，我們看見了，就前來拜祂。 

1 星象家不是說，『我們看見了一個星』，或『我們看見了那星』，乃是說，『我們看見了祂的

星』。 

2 這的確是民民數記二十四章十七節的應驗；這節所說到的星向這些博學者顯現；它沒有向

任何以色列人顯現。 

民24:17 我看祂，卻不在現時；我望祂，卻不在近日。必有一星從雅各而出，必有一杖從以色列興

起，祂必打碎摩押的四角，毀壞舍特所有的子孫。 

3 猶太人有論到基督的聖經，並知道祂要生在何處（太二 4～6），但星象家看見了基督的星。 

太2:4 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長和民間的經學家，向他們查問，基督當生在何處。 

太2:5 他們對他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爲藉着申言者所記的是這樣： 

太2: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的首領中，絕不是最小的，因爲有一位掌權者要從你出

來，牧養我民以色列。』 

4 猶太人有關於基督將生於何處字句的知識（彌五 2），但這些來自東方的博學者接受了關於

祂活的異象；至終那星引他們到基督所在的地方（太二 9～10）。 

彌5:2 （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爲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爲我而出，在以色列中

作掌權者；祂是從亙古，從太初而出。） 

太2:9 他們聽了王的話，就去了。看哪，他們曾看見它出現的那星，在他們前頭領路，直領到那

孩子那裏，就在上頭停住了。 

太2:10 他們看見那星，就極其歡樂。 

5 基督是真日頭（瑪四 2），但嚴格說來，祂在這黑夜的世代並非出現如日頭；祂乃是發光如

星；星是在黑夜裏發光，但這指明白晝將到。 

瑪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升起，其翅膀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如圈裏的肥牛

犢出來跳躍。 

6 基督在第一次來時，祂公開出現如星，但祂在第二次來時，對儆醒等候祂來的得勝者將是

晨星（啓二 28，二二 16）；對所有其餘的人，基督後來纔出現如日頭。 

啓2: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啓22: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爲眾召會將這些事向你們作見證。我是大衞的根，又是他的後裔，

我是明亮的晨星。 

二 馬太二章一至十二節啓示，尋得基督是一件活的事啓示，尋得基督是一件活的事，而不僅僅

是聖經道理知識的事： 

太2:1 在希律王的日子，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看哪，有星象家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 

太2:2 那生爲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裏？因爲祂的星出現的時候，我們看見了，就前來拜祂。 

太2:3 希律王聽見了，就驚慌不安，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樣。 

太2:4 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長和民間的經學家，向他們查問，基督當生在何處。 

太2:5 他們對他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爲藉着申言者所記的是這樣： 

太2: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的首領中，絕不是最小的，因爲有一位掌權者要從你出來，

牧養我民以色列。』 

太2:7 當下，希律王暗暗的召了星象家來，向他們確查那星出現的時間， 

太2: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詳確的搜尋那孩子，尋到了，就報告我，我也好去拜祂。 

太2:9 他們聽了王的話，就去了。看哪，他們曾看見它出現的那星，在他們前頭領路，直領到那

孩子那裏，就在上頭停住了。 

太2:10 他們看見那星，就極其歡樂。 

太2:11 進了屋子，看見那孩子和祂母親馬利亞，就俯伏拜祂，揭開寶盒，向祂獻上黃金、乳香和

沒藥爲禮物。 

太2:12 星象家旣在夢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1 這星的顯現遠在真的宗教之外，遠在聖地的聖殿之外，遠在猶太的宗教中心之外，遠離祭

司、經學家、法利賽人，遠離所有守宗教的百姓；反之，在外邦人之地，卻有一顆星顯明

了一些有關基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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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單手持聖經，念彌迦書五章二節說基督將生在伯利恆，那是不靈的；我們也許有聖經，

但可能我們失去了屬天的星。 

彌5:2 （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爲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爲我而出，在以色列中

作掌權者；祂是從亙古，從太初而出。） 

3 那星就是活的啓示，活的異象，不是老舊且死的聖經道理知識，不是彌迦書五章二節死的

知識；今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單單聖經的知識，而是屬天的異象，今日、卽時的異象，活

的異象，人的觀念永遠沒法教導的異象。 

彌5:2 （伯利恆以法他阿，你在猶大諸城中爲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爲我而出，在以色列中

作掌權者；祂是從亙古，從太初而出。） 

4 卽或我們有了聖經的知識，我們還需要卽時、今日的活星來引導我們，去到耶穌所在的那

一條街，那一家屋子。 

5 星象家接受了活的異象後，受自己屬人觀念的誤引，去了猶太國的京城耶路撒冷，以爲猶

太人的王就在那裏；他們這誤引使許多孩童被殺（太二 16）。 

太2:16 希律見自己爲星象家所愚弄，就極其惱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

他從星象家所確查的時間，凡兩歲以內的盡都除掉了。 

6 他們到達耶路撒冷，查問猶太人的王當生在何處，我們讀到：『希律王昕見了，就驚慌不安，

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樣』—3 節： 

太2:3 希律王聽見了，就驚慌不安，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樣。 

a 他們聽見這信息，應當歡喜，卻反而不安。 

b 基督徒盼望主來，盼望被提，當以此爲鑑—提後四 8，參徒二六 16。 

提後4: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

不但賞賜我，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徒26:16 你起來站着，我向你顯現，正是要選定你作執事和見證人，將你所看見我的事，和我

將要顯現給你的事，見證出來； 

7 當星象家受了聖經的改正（太二 4～6），往伯利恆去（—太二 8～9），那星就再向他們顯現，

引他們到基督所在的地方，『他們看見那星，就極其歡樂』（10）。 

太2:4 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長和民間的經學家，向他們查問，基督當生在何處。 

太2:5 他們對他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爲藉着申言者所記的是這樣： 

太2: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的首領中，絕不是最小的，因爲有一位掌權者要從你出

來，牧養我民以色列。』 

太2:8 就差他們往伯利恆去，說，你們去詳確的搜尋那孩子，尋到了，就報告我，我也好去拜祂。 

太2:9 他們聽了王的話，就去了。看哪，他們曾看見它出現的那星，在他們前頭領路，直領到那

孩子那裏，就在上頭停住了。 

太2:10 他們看見那星，就極其歡樂。 

8 星象家得了聖經的改正，回到正確的路上，那星就再向他們顯現；活的異象總是隨着聖經

的。 

9 祭司是教導百姓律法的人（瑪二 7），經學家是通曉聖經的人（拉七 6）；祭司和經學家都具

備基督出生的知識（太二 5～6），但他們沒有看見異象，也無心尋求基督，不像東方來的星

象家那樣。 

瑪2:7 祭司的嘴當謹守知識，人也當由他口中尋求訓誨，因爲他是萬軍之耶和華的使者。 

拉7:6 這以斯拉從巴比倫上來，他是經學家，精通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王賜他一切

所求的，是因耶和華他神的手幫助他。 

太2:5 他們對他說，在猶太的伯利恆，因爲藉着申言者所記的是這樣： 

太2:6 『猶大地的伯利恆阿！你在猶大的首領中，絕不是最小的，因爲有一位掌權者要從你出

來，牧養我民以色列。』 

10 不論我們多『合乎聖經』，我們若失去主的同在，我們就完全錯了；在新約裏尋求並跟隨主

的路，乃是不斷停留在祂隱密的同在中—約五 39～40，賽四五 15，出三三 11、14，參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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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6。 

約5: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其中有永遠的生命，爲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5: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賽45:15 救主以色列的神阿，你實在是自隱的神。 

出33:11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同伴說話一般。摩西回到營裏去，但他的幫手，一個

少年人，就是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 

出33:14 耶和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 

林後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按着肉體認人了；雖然按着肉體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祂了。 

11 儲存一些聖經知識是容易的事，但我們若要有活的引導，我們就必須活在與主親密的關係

裏；我們必須與祂是一—林後二 10～14。 

林後2:10 你們饒恕誰甚麼，我也饒恕；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爲你

們饒恕的； 

林後2:11 免得我們給撒但佔了便宜，因我們並非不曉得他的陰謀。 

林後2:12 再者，我從前爲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藉着主也有門向我開了， 

林後2:13 那時沒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靈裏不安，便辭別那裏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林後2:14 感謝神，祂常在基督裏，在凱旋的行列中率領我們，並藉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

而有的香氣； 

12 星象家看見了基督，並且敬拜祂；然後他們在夢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

的路』回本地去了（太二 12）；我們一旦看見了基督，就絕不走原路，就是遇不見基督之宗

教的路，我們一定會走別的路。 

太2:12 星象家旣在夢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見希律，就從別的路回本地去了。 

貳 基督忠信的跟從者是照耀的活星，他們跟隨基督這照耀的活星，成爲祂的複製—但十二 3，參

創二二 17： 

但12:3 通達人必發光，如同穹蒼的光輝；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創22:17 論福，我必賜福給你；論繁增，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後裔

必得着仇敵的城門； 

一 基督是神經綸的中心與普及，眾活星跟隨基督那屬天、活潑、當前和卽時的異象—徒二六 16

～18。 

徒26:16 你起來站着，我向你顯現，正是要選定你作執事和見證人，將你所看見我的事，和我將要

顯現給你的事，見證出來； 

徒26:17 我要拯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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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活星乃是祝福神子民的人；我們越爲着神的子民讚美主，並在信心裏正面的說到他們，我

們就越將自己擺在神的祝福之下—民二四 9，創十二 2～3，二二 17。 

民24:9 他蹲臥如公獅，又如母獅，誰敢惹他？凡給你祝福的，願他蒙福；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

詛。 

創12:2 我必使你成爲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爲大；你也要使別人得福。 

創12:3 那爲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 

創22:17 論福，我必賜福給你；論繁增，我必使你的後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後

裔必得着仇敵的城門； 

三 眾活星留意經上申言者的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使基督這晨星日復一日在他們心裏

出現；我們若留意聖經如燈照在暗處的話，會叫我們在基督作晨星實際顯出前，就得着祂在

我們心裏出現，照耀在我們今天所處之背道的黑暗中—彼後一 19，約六 63，啓二 28，二二

16，提後四 8： 

彼後1:19 我們並有申言者更確定的話，你們留意這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直等到天發亮，晨

星在你們心裏出現，你們就作得好了；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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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28 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 

啓22:16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爲眾召會將這些事向你們作見證。我是大衞的根，又是他的後裔，

我是明亮的晨星。 

提後4: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爲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

賞賜我，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1 按晨星的原則，基督徒應當清早起來，因爲清晨是遇見主最好的時候（與神有交通、讚美

歌頌、禱讀聖經同職事的話並向主禱告）—歌七 12，詩五 1～3，五七 8～9，五九 16～17，

六三 1～8，九十 14，九二 1～2，一○八 2～3，一四三 8，出十六 21。 

歌7:12 我們清晨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裏要將我的愛

情給你。 

詩5:1 （大衞的詩，交與歌詠長；用吹的樂器。）耶和華阿，求你側耳聽我的言語，顧念我的呻

吟。 

詩5:2 我的王我的神阿，求你垂聽我呼求的聲音；因爲我向你禱告。 

詩5:3 耶和華阿，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守望。 

詩57:8 我的榮耀阿，你當醒起；琴瑟阿，你們當醒起！我要極早醒起。 

詩57:9 主阿，我要在眾民中稱謝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頌你。 

詩59:16 但我要歌唱你的力量；早晨我要歡唱你的慈愛；因爲你作過我的高臺，在我急難的日子，

作過我的避難所。 

詩59:17 我的力量阿，我要歌頌你，因爲神是我的高臺，是向我施慈愛的神。 

詩63:1 （大衞在猶大曠野的時候，作了這詩。）神阿，你是我的神，我切切的尋求你。在乾旱疲

乏無水之地，我的魂渴想你，我的身切慕你。 

詩63:2 我在聖所中曾如此瞻仰你，爲要見你的能力和你的榮耀。 

詩63:3 因你的慈愛比生命更好，我的嘴脣要稱頌你。 

詩63:4 我還活的時候要這樣頌讚你；我要在你的名裏舉手。 

詩63:5 我在牀上記念你，在夜更的時候默想你，我的魂就像飽足了脂膏肥油，我要以歡呼的嘴脣

讚美你。 

詩63:6 （5、6節合併。） 

詩63:7 因爲你曾幫助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蔭下歡呼。 

詩63:8 我魂緊緊的跟隨你；你的右手扶持我。 

詩90:14 求你使我們在早晨飽得你的慈愛，好叫我們一生歡呼喜樂。 

詩92:1 （一首詩，安息日的歌。）稱謝耶和華，歌頌你至高者的名， 

詩92:2 早晨傳揚你的慈愛，夜間傳揚你的信實， 

詩108:2 琴瑟阿，你們當醒起！我要極早醒起。 

詩108:3 耶和華阿，我要在眾民中稱謝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頌你。 

詩143:8 求你使我清晨得聽你的慈愛，因我信靠你。求你使我知道當行的道路，因我的魂仰望你。 

出16:21 他們每日早晨，按着各人的食量收取；日頭一發熱，就融化了。 

2 祂會隱密的把祂自己當作晨星，賜給那些愛祂而儆醒等候祂的人，叫他們嘗到祂久離再臨

之同在的新鮮。 

四 眾活星享受並被七倍加強的靈充滿，使他們爲着神的建造加強的活並加強的亮—啓三 1，四

5，五 6。 

啓3:1 你要寫信給在撒狄的召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爲，

按名你是活的，其實是死的。 

啓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着，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

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五 眾活星乃是眾召會的使者，他們享受並經歷是靈的基督作神的使者，並作從神來的新鮮信

息，使他們能將新鮮並現今的基督分賜到神的子民裏面，爲着耶穌的見證—一 16、20，二 1，

瑪三 1～3。 

啓1:16 祂右手中拿着七星，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如同烈日中天發光。 

啓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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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臺就是七個召會。 

啓2:1 你要寫信給在以弗所的召會的使者，說，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

這樣說， 

瑪3:1 萬軍之耶和華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豫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來到

祂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羨慕的，快要來到。 

瑪3:2 祂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祂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爲祂如煉金之人的火，如

漂布之人的鹼。 

瑪3:3 祂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必在公義中獻供物

給耶和華。 

六 眾活星乃是『心中定大志』並『心中設大謀』的人；他們是愛神的人，像星『從其軌道』與

神一同爭戰，抵擋祂的仇敵，使他們『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士五 15～16、20、31，但

十一 32，太十三 43。 

士5:15 以薩迦的首領與底波拉同來；以薩迦以忠誠待巴拉，眾人都跟隨巴拉衝下山谷。在流便的

族系中，有心中定大志的。 

士5:16 你爲何坐在羊圈之間，聽召喚羣羊的笛聲呢？在流便的族系中，有心中設大謀的。 

士5:20 星宿從天上爭戰，從其軌道攻擊西西拉。 

士5:31 耶和華阿，願你的仇敵都這樣滅亡。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這樣，那地太平

四十年。 

但11:32 作惡違背聖約的人，他必用花言巧語使他們被玷污；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太13:43 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光如同太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七 眾活星是敬畏耶和華並聽從祂僕人聲音者，信靠耶和華，好能行在暗中而有亮光—賽五十 10

～11，詩一三九 7～12、23～24： 

賽50:10 你們中間誰敬畏耶和華，聽從祂僕人的聲音，而行在暗中沒有亮光？他當信靠耶和華的名，

依賴自己的神。 

賽50:11 看哪，凡你們點火用火把圍繞自己的，可以行在你們火焰的光裏，並你們所點的火把中。

這是你們從我手裏所要得的：你們必躺在悲慘之中。 

詩139:7 我往那裏去躲避你的靈？我往那裏逃躲避你的面？ 

詩139:8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裏；我若在陰間下榻，你也在那裏。 

詩139:9 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 

詩139:10 就是在那裏，你的手也必引導我，你的右手必緊握着我。 

詩139:11 我若說，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圍的亮光必成爲黑夜； 

詩139:12 黑暗對你也不是黑暗，黑夜必如白晝發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樣。 

詩139:23 神阿，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試煉我，知道我的思慮； 

詩139:24 看在我裏面有甚麼害人的行徑沒有，引導我走永遠的道路。 

1 那些爲自己造光，並行在自己所造之光裏，而不是行在神的光中的人，必落在悲慘之中—

賽五十 11。 

賽50:11 看哪，凡你們點火用火把圍繞自己的，可以行在你們火焰的光裏，並你們所點的火把中。

這是你們從我手裏所要得的：你們必躺在悲慘之中。 

2 這對我們該是警告，叫我們行在神所賜的光中，不行在爲自己所造的光中—約壹一 5。 

約壹1:5 神就是光，在祂裏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祂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3 『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中行走』—賽二 5。 

賽2:5 雅各家阿，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中行走。 

八 眾活星是由神在第四天的恢復並進一步的創造裏所設立的星作豫表，星是藉着照耀來管理；

那裏有照耀，那裏就有管理，爲着生命的長大—創一 14～19： 

創1:14 神說，天上穹蒼之中要有光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 

創1:15 並要發光在天上穹蒼之中，普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 

創1:16 於是神造了兩個大的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眾星。 

創1:17 就把這些光體擺設在天上穹蒼之中，普照在地上， 

創1:18 管理晝夜，分別光暗；神看是好的。 

創1:19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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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耶穌在變化山上的照耀，乃是國度在大能裏的來臨；這照耀實際上乃是三一神管治的同

在—太十七 1～8，可九 1～8。 

太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領他們上了高山， 

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太17:3 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談話。 

太17:4 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裏真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帳棚，一座爲你，

一座爲摩西，一座爲以利亞。 

太17:5 他還說話的時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看哪，又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太17:6 門徒聽見，就面伏於地，極其害怕。 

太17:7 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 

太17:8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 

可9:1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站在這裏的，有人還沒有嘗到死味，必看見神的國帶

着能力來臨。 

可9:2 過了六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約翰，暗暗的領開他們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

像， 

可9:3 衣服放光，白到極點，地上漂布的，沒有一個能漂得那樣白。 

可9:4 有以利亞同着摩西向他們顯現，並且同耶穌談話。 

可9:5 彼得對耶穌說，拉比，我們在這裏真好，可以搭三座帳棚，一座爲你，一座爲摩西，一座

爲以利亞。 

可9:6 彼得不知道該說甚麼纔好，因爲他們甚是懼怕。 

可9:7 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又有聲音從雲彩裏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 

可9:8 他們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裏。 

2 神的國作爲神的管治，神的掌權，同其一切的祝福和享受，就是主耶穌的照耀，國度就是

主耶穌藉着照耀在我們身上而有的擴展。 

3 國度乃是主耶穌這實際的照耀；每當祂照耀在我們身上，並且我們也在那照耀之下，我們

就在國度裏，受我們裏面神的管治和掌權，爲着我們生命的長大。 

九 在消極一面，有些人是『流蕩的星』—猶 12～13： 

猶1:12 這樣的人，在你們的愛筵上乃是暗礁，與你們同喫的時候，無所懼怕；他們是只餧養自己

的牧人；是沒有雨水的雲彩，被風飄蕩；是秋天沒有果子的樹，死而又死，連根被拔出來； 

猶1:13 是海裏的狂浪，湧出自己可恥的泡沫；是流蕩的星，有黑暗的幽冥爲他們永遠存留。 

1 流蕩之星的隱喻，指明這些反覆無常的教師、背道者，未穩固的定在屬天啓示不變之真理

上，反倒在神像星一樣的子民中流蕩。 

2 他們的定命乃是那爲他們永遠存留的黑暗幽冥；反覆無常的背道者，今天是流蕩的星，將

來要被禁入黑暗的幽冥裏。 

3 我們也可以說，無論誰要使我們離開真正的地方召會，使我們不能與神的子民在召會立場

上聚會的，都是流蕩的星；真正的星乃是使多人歸義的，他們並不領人走迷，而是使人轉

上正路。 

4 今日那活星和眾活星離我們不遠，就在那作基督身體實際彰顯的眾地方召會裏，並且與眾

地方召會同在—啓一 11、20。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推雅推

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啓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

燈臺就是七個召會。 

5 在所有的地方召會中，都有一些活星；我們只要與他們接觸，與他們在一起，他們就要引

我們到耶穌所在的地方。 

十 願主憐憫我們，叫我們一直蒙保守在正路上，遇見主，敬拜祂，並向祂獻上我們的愛；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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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們都像這些星象家，跟隨活星去尋得基督，好成爲祂的複製，作眾活星—參弗五 8～9。 

弗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裏面乃是光，行事爲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弗5: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