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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跟“会幕”，行“旷野”，进“迦南” 

---祷告为中心的生活 

 

主题经文： 

民数记九章 15~23 节 

“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

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参

考民数记九章 17~18 节) 

 

神命令出了埃及的以色列民建立一所“会幕”，意即要他们以会幕

为中心生活。神借着会幕彰显出自己的计划和美意，并以云柱、火

柱带领会幕的迁徙。一旦会幕移动，以色列所有支派、家族、家庭

并所有人皆一同跟着会幕移动。 

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已依序分享了会幕所含五大属灵意义：“五

祭、大祭司、至圣所、每日两次、三节期”。神要我们学习会幕里

成功的崇拜(祷告)之目的，并非在于其仪式的本身，乃在于要我们

信从祂的带领，成就祂所要成就之事。神恒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即

是祂的作为，祂永远的计划皆隐藏在我们的生命和每天的生活里。

借着以色列民以会幕为中心安营，跟着会幕行过旷野，进迦南地得

基业的模式，必要发现神今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正在做什么，也

应学习该如何更清楚地跟从祂。 

 

1.若要与神同行，必先要得着神的方向 

(1)坚定一生的目标和方向后，凡事上方能得着神的美意 

祷告的第一要件，就是先要得着“神造我、召我的目的”，得着神

的目标之后，方能在一切条件、关系、事情里发现神的美意。主为

我们所订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正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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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着迦南地前进，此方向一旦确立了，在每一个脚步里均会得着

正确的方向。 

在创世记一章 27 至 28 节神宣告人受造的理由；创世记九章 1 至 3

节指出挪亚蒙召的理由；创世记十二章 1 至 3 节则说明了亚伯拉罕

蒙召的理由；出埃及记三章 1 至 22 节列出摩西蒙召的理由；马可

福音三章 13 至 15 节记载耶稣设立门徒的理由；马太福音六章 33

节耶稣提醒门徒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马太福音十章 1 至 42 节

耶稣说明了差派门徒的目的；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18 至 20

节，马可福音十六章 15 至 20 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44 至 48 节，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15 至 20 节与使徒行传一章 8 节皆记载了耶稣

复活之后、升天之前最后的托付。总而言之，上述这些主要经文都

告诉我们，圣徒蒙召的理由就是“荣神、益人、建立国度”。 

 

(2)恢复神所定之人生目标和方向，一切事均能“荣神、益人、建

立国度” 

当圣徒恢复神所指示之正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的时候，他所做的一

切事均会拥有尊贵的目的和意义。这就好比一个为国打仗的军人，

无论他参与什么单位，所属的单位皆属于“爱国组织”；无论从事

的是什么职位，他的身份都是“爱国分子”；无论做什么事，都属

于“爱国行动”的范畴。因此，无论是打仗、辨公、连络、执勤，

甚至在军队中的娱乐、吃饭、休息、睡觉，都是带有为国奉献的神

圣使命和意义。因此，圣徒不单在事奉的时候才能“荣神、益人、

建立国度”，就连日常吃饭、运动、休息、娱乐、睡觉......等生活中

琐碎的事，都能成为“荣神、益人、建立国度”的事奉。 

 

(3)究竟何谓“荣神、益人、建立国度”之事？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荣神、益人、建立国度”之事呢？很多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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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以为惟独传福音、全职事奉主，才是荣神、益人、建立国度之事，

事实并非如此！任何事都能成为经历神恩典、祝福他人、宣扬福音

之事。一个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的人，

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能带来“荣神、益人、建立国度”的果效。因此，

传福音者与一般人一样，每天同样都需要做许多日常起居之例行公

事，只不过传福音者无论做什么事，都带着“荣神、益人、建立国

度”的眼光和目的而做。因此，并不是世上的什么事都不做，而只

要传福音、事奉主。其实正好相反，乃是无论做任何事，都为着传

福音、事奉主而做。 

就拿笔者本身的例子而言，并非仅仅传福音、讲道、辅导、写信息

的时间才重要、才算荣神、益人、建立国度；每日例行的吃饭、喝

茶、散步与家人共享天伦骨肉之情，看报、休息、睡觉等日常时光

中，都会成为经历神以马内利的恩典、得着祝福万民的信息和见证，

这都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重要时光。 

现在就将人生目的定为“荣神、益人、建立国度” 

有些信徒也误以为将自己人生的目的定为“荣神、益人、建立国度”，

需要投资很多的时间、能力、金钱，并且生活不自由、人生乏味、

常要受苦......等，其实并不尽然。当我们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定为

“荣神、益人、建立国度”的同时，就能够进入神的公义、慈爱、

全能、丰富里，不但能得到更多的能力，不会浪费而节省更多的时

间、金钱，做任何事都能得着无限的意义和无穷的生活滋味，一切

事也将成为永远的冠冕。 

父神从未讲过要我们过如苦行僧的生活，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

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 28 节)

还未呼召我们之前，祂已为我们预备了“何等的指望、何等丰盛荣

耀的基业、何等浩大的能力”(参考以弗所书一章 17~23 节)；“你

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喜乐、平安、智慧、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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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财物、名誉......等)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 33 节)；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前向门徒所做的托咐，“为你们所预备的，

就是万民、列邦、普天下、地极”。 

其实，父神要我们做的是非常容易的事，祂只要求我们单单“爱神、

爱人、爱国”，对一个终身目标已定的圣徒而言，爱我们的父神、

配偶、儿女、亲友、肢体、教会，常常喜乐，这是何等容易、轻省！

假若要我们不去爱他们，反而去讨厌他们、与他们争斗，这对全心

跟随神的人实在是很难的。 

当然，传福音、扩张国度的事工难免会遭遇逼迫、抵挡，但每逢遭

遇困难时，神总是会为祂儿女们开启一条更美好的门路，享受更丰

盛的恩典。因此，莫担忧、莫迟延，现在就将人生目的定为“荣神、

益人、建立国度”，必会看到神的丰富、全能、慈爱与恩典，也会

发觉自己的生活更轻省有力。 

 

2.方向坚定后，还要掌握与神同行的奥秘 

(1)以色列必要以会幕为中心生活 

当云柱、火柱遮盖会幕上空时，以色列十二支派都以会幕为中心安

营(东西南北，每边各有三个支派安营)；又当云柱、火柱从会幕收

上去时，以色列全体便都跟着抬约柜(至圣所)的祭司长起行。他们

每日朝夕两次拿着利未记五个祭的内容、借着大祭司(耶稣)为中保、

深入至圣所朝见神。他们时常纪念逾越节那天晚上借着羔羊(耶稣)

的血，神带领他们出埃及(重生)的日子，并期望进入迦南地得着永

远的基业，因而昼夜思想西乃山上，神所颁布的十诫、律例、典章，

而保持爱神、爱人的心肠，随时看见神的同在和帮助而与神同行。 

此种圣徒生活运作的原理，我们在初代教会圣徒们的生活里也同样

看见。初代教会圣徒们抓住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一章 1 至 11 节的

应许，同心合一地恒切祷告(参考使徒行传一章 13~14 节)，被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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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充满而传福音时(参考使徒行传二章 1~36 节)，三千人当场悔改

信主，而得着同样的生命和应许(参考使徒行传二章 37~41 节)，

时常一起在圣殿里、也在家里擘饼，遵守使徒们的教训，神迹异能

便不断地跟随。他们亦同心祷告、赞美神的作为，并得着众人的喜

爱，神遂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他们(参考使徒行传二章 41~47

节)。 

今日的我们亦当将这圣徒生活运作的原理应用在自己生活中，而得

着合乎个人特殊条件之生活运作系统。 

 

(2)掌握祷告的奥秘和生活运作之原理 

祷告时，最重要的是确认：神与我的关系、神赐给我的应许、神如

何带领我过去的日子、现在如何与我同在，以及神正在做什么、神

为我所安排的人际关系、将要成就的事、如何靠着圣灵与神交通、

如何保守心怀意念并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此外，在生活运作上要坚定：第一，以“四大福音化”(个人、家

庭、地区、世界)为一生的异象；第二，以主日崇拜为中心展开每

周的生活；第三，以肢体、聚会为中心发展人际关系，并借以运作

每周的生活；第四，努力参与教会、地区、世界福音化的事工，得

着一份合乎自己条件的事工和岗位，既良善且忠心地担任所负责的

事工，而逐渐发展自己的恩赐和事工的范围；第五，以祷告来开启

每日第一个时光，靠着“确认、察验、顺从、得力、代祷、得胜、

期待”所带来的果效，来过一天的生活。 

 

(3)建立有异象的教会，并以教会为中心生活，成全“四大福音化” 

在神的安排之下，一同拥有“四大福音化”的异象和“圣徒生活运

作原理”的一群圣徒相聚，在一个地区里建立教会，靠着耶稣基督

的应许，时常在一起，为着“个人、家庭、地区、世界福音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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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合意祷告，一同敬拜、交通、装备、配搭、传福音时，个人生命

便越来越福音化，平安、喜乐、感谢、盼望、慈爱充满在每一个人

生命里。同时，家人、配偶、儿女因着他的蒙恩，也都一同蒙恩。

先蒙恩的家庭必先蒙主使用，借着他们所传讲的基督福音和见证，

神将那地区所预备将要蒙恩的子民和门徒都赐给他们。同时，他们

蒙恩的教会必会影响当地其他教会，借着他们所拥有生命的联络

网，传福音的门路逐渐开启；神赐给他们的蒙恩信息和见证，借着

平面媒体、影音媒体和网际网路的管道，将会祝福许多地区、国家

的圣徒和教会，使徒行传所启示世界福音化的模式，都成就在他们

的事工里。 

 

3.每天具体地看见云柱、火柱的带领 

(1)早晨要察验神的计划，中午要看见成就，夜晚要收割一天的果

子 

首先，主给圣徒的时间单位，就是“一天”。主说：“一天的难处一

天当就够了。”(参考马太福音六章 34 节)但是这一日，是连结于“昨

日的成就”和“明日的异象”间之非常重要的时间单位，昨日已逝，

明日永远是“明日”─尚未来到，我们只拥有“今日”的二十四小

时。 

其次，每天的第一个时光是最重要的，若清晨能得着全备的信心，

以应许为定见，能察验、祈求、代祷、得胜、期待，则整日均会拥

有美好的属灵环境，能享受权柄和能力，遇见贵人、贵事和美好的

成果。 

第三，我们的生命，就是“能移动的会幕”。在我们心灵里有至圣

所，那里是我们的灵和圣灵彼此交通之所在，早晨所作的祷告蒙应

允、得能力，都透过这心灵里的至圣所而来。在整天的生活里，我

们继续保持在灵里聆听圣灵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这奥秘便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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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参考以弗所书六章 18 节)；“不要消

灭圣灵的感动”(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 19 节)。若如此行，就

能随时、随地、随事看见神的引导、帮助、成就，自然而然地，整

天的生活就是“口唱心和地赞美主(见证主)”(参考以弗所书五章

19 节)。第四，在夜晚，会看见从主而来的称赞和赏赐，借着一天

的时光，生命里已得了“未曾得过的新亮光、经历”，看见自己生

命又上了一层楼，多加添美好的内在果子；也会看见借着自己的生

命信息和见证，拯救人、医治人、培养人的美好果子。 

 

(2)每日如何察验神的美意是最关键的事 

已得着终生异象和生活运作原理的人，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本身就

是神的作为，也是最美好的事奉。许多信徒因为不懂何谓“神的作

为”、何谓“事奉神”，所以一讲到“事奉”，总是想到在特别的时

间、特别的场所、特别的方法、特别的能力来做出使人希奇、惊讶

的事奉。结果，自己做不到那种特别的奉献、或彰显不出自己想像

中的那种特别能力时，就因而感到内疚或自卑。神并非要我们做不

正常、不日常、不实际、无根无基的事奉。神所要的，就是“活祭

的事奉”、“随时的祷告”、“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传福音”的事奉。我

们与生具来的生命条件就是神的作为，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神所安

排福音的禾场，我们每日遇见的人事物就是神的计划。神的盼望即

是：我们能认识祂、认识自己，而能与祂交通、同行，并能与祂同

得荣耀。祂赐福使我们能得着如此生命之同时，我所拥有的条件、

人际关系、时光和生活都在祂的赐福里，亦原本都是在祂的计划里

所安排的。 

所以，一个人生命蒙恩而重生，得着永远的异象和应许，并愿意以

顺从神为中心生活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这也就是事奉

神了。我们的事奉，必要建立在神绝对不变的话语和耶稣基督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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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应许上面，也要在有根有基的过程里一步一步地成长。今日的

事工必要根基于过去的成就上，并且，因为神的一切关心就在人永

远的生命上，所以我们一切的关注就在于自己生命的成长，并要影

响时常与我们同在的人的生命。按着神所开的门路一步一步发展，

直到地极。 

我们每天生活的每一个节奏里都隐藏着祝福自己、祝福万民的奇妙

答案。特别的生活和经历虽然会引起人的注意和羡慕，但绝对无法

改变人的生命。真正能改变人生命的，乃是每天日常、平凡的生活

里，所经历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奥秘。无论做什么事，

愿意为了荣神、益人、建立国度而做的时候，那既日常又特别、既

平常又非比寻常的神的作为，便会向我们显明出来。 

 

(3)信从带来美好的证据，证据带来更完美的信从。 

如此恒切地跟从云柱、火柱的日子久了，必将越来越明白神在过去

的成就、现在的带领、未来的计划，每天也能得着更正确、更细密

的神的美意。假以时日，经得起考验的信心使我能更清楚分辨神的

美意，并能更清楚看见过去神一直以来的带领。因此，对现在的脚

步更有确据，也能看见明日主将要展开的工作，所传讲的信息和见

证更有确据和力量，甚至能预测将要发生的事，并且所预测、所期

待的事，将来皆能看见其成就。 

 

结论： 

不管我们信不信、看得见或看不见，神是永活的神，祂的作为从未

歇息。祂在所爱的人身上有永远的计划，并且每天在他们的生命和

生活运作里成就那计划。若一个人掌握了这奥秘而能时常与神同

行，则无论他处于何种条件和处境里，都已经是永远成功，并能享

受神一切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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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这短暂几十年的日子里，我们不应该三心二意，应该将一切

的心力，认真努力、集中在得着这奥秘上。这奥秘并不在于什么深

奥的事情里，就在于我生命条件和每天的日常生活里。但愿，我们

一生天天多得这奥秘，能看见人未曾看过的、能听见人未曾听过的、

也能想到人心未曾想过的，我们的生命和一生的时光，均结出“荣

神、益人、建立国度”的果子。 

 

+祭坛祷告室+ 

1.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往迦南地行走。主造我召我的目的，就是“荣

神、益人、建立国度”、“四大福音化”。我是否已经发现主借我一

生要成就的事？为了成就那事，主为我安排的条件、关系、工作是

什么？ 

2.以色列十二支派，都跟着约柜(会幕)和云柱、火柱，往迦南地一

同前进了。我有没有得着明确的“生活运作原理”，使我在每一个

脚步里都能得着主带领的确据？教会的主日祭坛信息是否引导我

一周的生活？我的肢体生活(彼此学习、交通、代祷、配搭)是否成

为我生活运作的中心，能带动我每一个生活现场的运作？ 

3.以色列人生活的原理，就是以朝夕朝见主、察验主的美意为中心

进行。每天早上，我如何能察验到一天生活中主为我所预备的计划

和美意？我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事奉主的吗？主喜悦我的事奉

吗？我时常看见主的帮助和赏赐吗？晚上，我能凡事谢恩，期待明

天的新恩吗 

 

+信息知多少+ 

1.若要与神同行，必先要得着神的方向，神为圣徒所定的人生目标

是____、___、建立国度。 

2.荣神、益人、建立国度的事，乃是无论做什么事，都为着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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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主而做。并且任何事，都能成为经历神恩典、祝福他人、宣扬

____之事。 

3.一个人将自己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坚定为“荣神、益人、建立国度”

的同时，就能进入神的公义、慈爱、全能、丰富里，不但能得到更

多的能力，不会____而节省更多的时间、金钱，且做任何事均能得

着无限的意义和无穷的生活滋味，所做的一切事也将会成为永远的

____。 

4.父神要我们做的是非常容易之事，祂只要求我们单单“爱____、

爱____、爱____”，爱我们的父神、配偶、儿女、亲友、肢体、教会。 

5.祷告时最重要的是确认：神与我的____、神赐给我的____、神如

何带领我过去的日子、现在如何与我同在并正在做什么、神为我所

安排的人际关系和将要成就的事、如何靠着____与神交通、如何保

守____并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6.本书提到圣徒在生活运作上要坚定五个要点，你能说一说，并在

生活中得着其要领吗？ 

7.圣徒如何每日在早晨、中午、夜晚具体地看见云柱、火柱的带领？

你能实际经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