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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結晶讀經（二五）伯特利的夢

各在創世記二十八章的夢，是整本創世記最緊要

三一神的終極完成臨到人，柱子象徵變化過的人與三

的點，也是神啟示中最重要的話語。神有一個

一神是一，並且彰顯三一神。如此，那石頭成了伯特

夢，就是要得著新耶路撒冷這座建造的城，作祂經綸的

利，神的家。神的家是神與祂所救贖的人相互的居

終極完成。這建造乃是一位神人，就是神建造到人裏

所，由神與人調和為一所構成；在神的家裏，神在人

面，人建造到神裏面。在這建造裏，神是人的家，人也

性裏彰顯祂自己，並且神與人都得著相互並永遠的滿

是神的家。雅各在伯特利的夢就是神目標的夢，也就是

足和安息。

神家的夢。這家就是今日的召會，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
撒冷，作神和祂所救贖之選民永遠的居所。

我們重生的靈就是神今日的居所（弗二22），是
基督這天梯立在地上的基礎。如希伯來書所說，我們

夢的原則就是，有些不可能的事臨到了我們。每一

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十19），就只

個屬靈的異象，都是一個夢；每一個屬靈的經歷，也都

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四16）。來到施恩

是一個夢。大多數屬天的異象是在受苦時臨到的，那時

寶座的祕訣就在我們的靈。因此，我們一轉向我們的

我們與屬人的東西斷絕，只信靠屬神的東西。我們的得

靈，就經歷基督作梯子，將神帶給我們，也將我們帶

救、進到召會生活、認識召會的實行，都是我們屬靈生

給神。伯特利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也是天的門。在

命的夢。

那裏基督是梯子，把地聯於天，並把天帶到地。我們

在創世記裏，雅各『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

的靈今天既是神居所的所在，這靈就是天的門。在這

的頂通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二八

裏基督是梯子，把我們在地上的人聯於天，並把天帶

12）；主耶穌在約翰福音則說：『你們將要看見天開

給我們。因此，每當我們轉到靈裏，就能進入天的

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一51）。這說明

門，藉著基督作天梯，摸著天上施恩的寶座。這梯子

基督就是伯特利的天梯。祂藉著成為肉體而來，將神帶

所在之處，有敞開的天、變化過的人、這人身上的膏

到人裏面；又藉著死與復活而去，將人帶到神裏面。每

油塗抹、以及用這人所建造神的家。基督作天梯的結

一個屬靈的夢的中心，總是基督這梯子，祂是那將天帶

果是伯特利，就是召會，基督的身體；這梯子的終極

到地，並將地聯於天的一位。這也對我們說出神如何渴

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
今天在召會生活裏，我們乃是在伯特利的實際
裏，應驗了雅各的夢，這裏有天梯、石頭、柱子、神
的家和油。神的家就是今日的召會，要終極完成於新
耶路撒冷，作神和祂所救贖之選民永遠的居所，作永
遠的伯特利。

望在地上得著一個由蒙祂救贖並變化的選民所構成的
家，使祂可以把天帶到地，並把地聯於天，也就是使神
與人成為一，直到永遠。
在雅各之夢的記載裏，石頭、柱子、神的家和油，
是特出的項目，也是組成聖經的基本因素。石頭象徵基
督是基石、頂石和房角石，為著神的建造，就是祂屬靈

摘自：臺北市召會周訊830期

的殿。石頭也象徵變化過的人，由基督這變化人的元素
所構成，成為建造神家的材料。雅各用石頭作枕頭，表

週刊目錄：

徵基督神聖的元素藉著我們對祂主觀的經歷，構成到我
們這人裏面，成為給我們安息的枕頭，在我們裏面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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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扶持我們。雅各把所枕的石頭立作柱子，表徵那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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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裏面、使我們得安息的基督，成了神的建造的材料
和支撐。最後，雅各澆油在柱子上面，油象徵那靈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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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但無法越過的地方

我

們曉得凡從神生的都不犯罪，那從神生的，保守
自己，那惡者也就不摸他。（約翰一書五18）這
裏的『摸』就是『抓住、取得，為要傷害並達到邪惡的
目的』。說『那惡者不能摸你』，不同於『那惡者不摸
你』。正確的繙譯是：『那惡者也就不摸他。』那惡者
知道，當我們住在我們重生的靈裏，他如果想摸我們，
只會一無所成。因此，這裏的思想不是那惡者不能摸我
們，乃是當我們在靈裏，他就不摸我們。我們從經歷中
知道，當我們在肉體中，忘記我們重生的靈時，我們就
成為那惡者的獵物。那惡者不僅會摸我們，他甚至會吞
喫我們。但是當我們在我們重生的靈裏，他就不在我們
身上浪費時間。
十八節的思想乃是：我們已經從神生，且有神聖的
生命。這神聖的出生發生在我們重生的靈裏，現今這神
聖的生命在我們重生的靈裏。因此，我們只該停留在我
們重生的靈裏。重生連同神聖的出生以及神聖的生命，
保守我們脫離罪、失敗和玷污。當我們停留在我們重生
的靈裏，撒但就知道他無法摸我們，他不會嘗試摸我
們。只要我們停留在我們重生的靈裏，我們就是在避難
所，在受保護並有保障的地方，那惡者也就不摸我們。
基督徒常抱怨魔鬼太強悍了。但約翰的著作告訴我
們說，我們已經從神而生，魔鬼就不摸我們。魔鬼知
道，他若想要摸那些從神而生並保守自己的人，必會徒
勞無功。
約翰也告訴我們，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
（19 。）世界包括世事、世物、世人。從神的眼光來
看，包括全人類和社會，都在撒但手下。惟一的例外是
我們重生的靈。千萬不要以為說，那些外邦人是在撒但
權下，而我們不是。我們的頭腦可能仍在撒但的權下，
但我們重生的靈卻不然。事實上，很可能連我們的讀

經，我們的禱告，都在撒但的權下，因為我們的讀經禱
告，可能不是出於重生的靈，而是出於我們的心思、情
感和愛好。除了我們重生的靈之外，我們這人其他部分
都可能在撒但手下。
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的禱告裏有沒有主？我們的
讀經裏有沒有主？我們的擘餅聚會裏有沒有主？如果我
們不在靈裏，就沒有主在那些事裏，這一切事就都還在
撒但的手下。並非只有不道德、屬世的娛樂是在撒但手
下，就連我們的讀經、禱告、參加召會的聚會，若不是
在靈裏作的，也是在撒但手下。因為整個宇宙只有一個
地方沒有撒但在其中，就是我們重生的靈。除非我們在
靈裏，否則我們無論作甚麼，都是在撒但手下。
在宇宙間，神把我們的靈圈出來了。神給撒但一個
界限，禁止他越過這個界限。只要我們留在重生的靈
裏，我們就蒙保守，撒但就拿我們沒有辦法，也不能害
我們或摸我們。（取材自臺灣福音書房《新約總論第三
百九十六篇》）
** 你可以這樣禱告：哦，主耶穌，感謝你，我的靈是從
神而生，是撒但不能越過的地方；我若在靈裏，撒但就拿
我沒有辦法，也不能害我或摸我。哦，主耶穌，甚至在我
的禱告、讀經、聚會中，都使我一直查驗自己是否在靈裏，
不叫我作的事落入撒但的手下。主阿，我要操練留在我重
生的靈裏，我要作一個叫撒但徒勞無功的人！
摘自：www.luke54.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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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玲姐妹於2014年詩巫青職特會的分享記錄

1. 職場是世界付我錢，參加神全時間的訓練。
2. 在波士頓一次馬拉松比賽，當選手們都竭力奔跑想
得第一的時候，賽程的終點竟是兩顆炸彈。試問：
當你知道終點有炸彈，你還會努力朝終點奔跑嗎，
在人生道路上是否要考慮自己的行徑？
3. 一個殉道者墓碑上的題字“這個殉道者是智慧的，因
為他知道放棄那留不住的，去贏得那失不去的”。
4. 我的秘訣是不停止聚會，並立定心志要在每次聚會
里遇見主。每晨必興，並學習到主面前去禱告以得
加力。 當我軟弱時，就去傳福音。去回顧那些能
成為我們的救命稻草的詩歌、信息.
5. 傳福音不是你的工作，應該是你的愛好。
6. 不要關心你的生命何時結束，而要關心你的生命 開
始了沒有。

7. 不要僅僅作求主赦免的人，而是要作討主喜悅的
人。
8. 我們的羨慕會影響我們的一生，我們需要有一個
正確的羨慕。
9. 我們羨慕什麼就會追求什麼,我們追求什麼就會成
為什麼。
10.我以前喜歡溜冰，這是我的喜歡，主總不能打斷
我的腿，強迫我不溜冰，所以我溜冰時向主禱
告，主啊，你若不讓我溜冰，你就讓我不喜歡溜
冰，那我就不溜冰。主在我一次溜冰時讓我頓
悟，為什麼要在別人畫好的八字上浪費我的青
春，後來我再也沒興趣溜冰。
11.給神機會在我們身上做工，他所做的會超過我們
所求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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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玲姐妹於2014年詩巫青職特會的分享記錄

12. 主啊，我渴慕你打開我的心眼，讓我看見我所沒有
看見的。
13. 主啊，讓我羨慕成為新耶路撒冷。
14. 我們不願意只成為神祝福的人，而要成為神的祝
福，在清潔的良心上與主是一，而成為人的祝福。
15. 沒有神的話就信，那是迷信；有神的話卻不信，那
是不信的惡心；有神的話就信了，那是蒙稱許的信
心。
16. 不要假設，不要未遇到神就自以為是，要親自聽到
神的話，不能侍奉自己觀念里的神。
17. 不能以神對弟兄姊妹的說話，來取代我們到神面前
求問，這只能促進我們到神面前的求問。
18. 信心的原則是我們要知道的；但信心的行為是不能
模仿的。
19. 真理可以儲存，恩典可以儲存，經歷可以儲存，但
是光不能儲存，我們要活在神的光中。
20. 我們的真理沒有足夠的光，會使我們成為法利賽
人；我們的恩典沒有足夠的光，會使我們迷信；我
們的經歷沒有足夠的光，會使我們成為倚老賣老的
人。
21. 不在於我們在哪里，只在於是否向著神；若不向著
神，無論在埃及，在曠野，甚至是在美地，我們都
會抱怨。
22. 生活中我們會有很多火蛇，我們常常為防止被咬而
專注於它，而想拉銅蛇去擊打火蛇（把基督拉到我
們的難處里去）。我們越是這樣我們的難處就越
大，我們唯一得拯救的路乃是仰望銅蛇。
23. 當我們向著地，看火蛇時，就看不見銅蛇；當我們
向著天仰望銅蛇時，就看不見地上的火蛇了，我們
就立刻得救了。（參閱民二十一4-9）。（例：彼
得水上行走）
24. 為神活卻不向神活，神不喜悅。我們與神的關係不
是上司與下屬的關系，而是丈夫和妻子的關係。
25. 不要僅僅在做錯了事才認罪，凡事虧缺了神的榮耀
就要認罪。
26. 我們向神的禱告用的事“人的話”，但回答的都是“神
的話”，我們卻不明白。神的話都在《聖經》里，
我們越明白《聖經》，就越明白神的話。
27. 神對我們的話絕對不會越過神的榮耀的範圍。
28. 神要我們理財，而不是發財。神交給我們的財物是
叫我們管理而不是屬於我們的，如果我們覺得這些
是我們自己努力勞苦得來屬自己的而濫用的話，神
會幫助我們“濫用”而叫我們失去財物的支配權。
29. 操練靈不是用嗓門的大小，也不是光呼求主名，而
是操練靈的功用——良心、交通、直覺（如帳幕圖
從外院子到聖所再到至聖所）。我們不能遇事就希
望主越過良心和交通直接求主給我們直覺，教我們
怎麼做，這好比祭司越過外院子聖所而空降至聖
所。
30. 聖經的話永遠是我們最好的謀士，最好的顧問。
31. 我們不要妄圖做神的策士，妄揣測神的心思，告訴
神他應該怎麼做，因為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32. 神的國在於公義、和平和聖靈中的喜樂。和平是公

義的果子，基督徒不是做濫好人，先有公義才會有和
平，和平了才會有喜樂。
33. 不 住 禱 告 的 三 部 曲 ： 一、轉 向 主 二、叫 祂 的 名 字
三、和祂說話。
34. 基督徒不是以成敗論英雄，也不是以順境逆境來決
定，乃是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35. 三個禱告：a 對於靈的禱告 弗一17、18 求主賜智慧和
啟 示 的 靈，使 我 充 分 認 識 的 認 識 祂。（智 慧 是”加
法”，神越給就越加多；啟示是“減法”，一層層的揭
去帕子）。b 對於魂的禱告 箴言 求主保守我的心，
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發之於心。c 對於身
體的禱告 詩篇 主啊，有一件事我求過，還要再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榮美，向你求
問。
36. 把你所有的難處都轉成你的羨慕。不要說我被捆綁，
而要說，我羨慕不被捆綁。
37. 不要說你沒有時間，主只要問你，你有的時間你怎麼
用；不要說你沒有錢，主只會問你，你有的錢你怎麼
用。主只會照著你有的，不會照著你無的。
38. 五餅二魚 在我們的手中，最多有限換有限，若交在無
限的神里，就能餵飽五千，關鍵是在誰的手里。
39. 當我們缺乏時不要離開神而去交通尋求方法，因為神
是豐富的。（我是那我是）
40. 我們追求主話不只在於我們完成我們所預定的進度，
而在於我們在過程在有沒有主在祂的話里真實的作到
我們里面，我們完成進度過後能不能把我們所進入的
供應給人。
41. 追求讓整本聖經在我們里面能轉起來的方法：進入綱
目。
42. 我們的神是最偉大的科學家，我們要借著讀祂的話並
經歷祂而認識祂可重複的規則，而不去迷信的追求那
些不能重複的巧合，愛主追求主是最真實的“科學戰
勝迷信”。
43. 追求主的過程不要怕錯，而要怕錯過神。
44. 不要在新人尋求你幫助的時候和他一起面對難處，要
帶他一起面對基督。
45. 當找不到頭（基督）時要學會找身體（召會），頭永
遠與身體同在。
46. 要照我們的本相，來就基督。
47. 要作精明的童女，首先就要學會把握我們的時間，某
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時間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
天。昨天我們已經失去，明天我們無法掌握，我們唯
有把握每個今天。
48. 我們在職場里，好比在一道很強的洪流里，我們需要
抓住主作我們的蚌，經受這水流的沖刷，而被變化為
珍珠，成為珍珠門，成為別人進入新耶路撒冷的入
口。
49. 我們出於土，而蛇終身吃土，若我們不聯於神被變
化，就會成為蛇的食物。
50. 我們要有分於新耶路撒冷，就不能終日思念新耶路撒
冷里所沒有的，而要思念其中所有的，而成為其內的
構成成分。
（未經講述者審核，如有差錯請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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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定我們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已經復活了，
現今在神的右邊，還為我們代求。(羅馬書 8:34)
四、 為著 Unimas, Swinburne, Segi 等大專院校的
福音行動代禱。

一、 為著本週末(19~21/09/2014)在詩巫的全砂青少年

禱
特會代禱。
告
事 二、 為著初信的聖徒代禱。 願主保守他們，繼續過
正常的召會生活。求主興起更多的牧人，堅定
項

五、 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及病痛中的聖徒
禱告。

持續的牧養新人。

三、 為著九月份及十月份弟兄們的管家成全訓練代禱。

追求進度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三十八週。
屬靈書報―“生命的經歷”共同追求進度：第十五篇。
2. 本週開始追求“創世記結晶讀經(三)”晨興聖言 第二十五週。青少年共同追求進度:“聖經之旅”
第二冊：第七課。

本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日期/時間： 15/09/2014(週一)晚上 7:30pm
地
報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告 3. 古晉市召會管家成全訓練通啟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訓練日期/時間： 14/9、21/9、28/9、5/10、12/10、19/10(主日)早上 6:30~8:00am

地點： A107 會廳

4. 全砂青少年特會通啟──凡乘搭召會包租之巴士的聖徒，請於 19/09/2014(週五)早上 7:15am 集合在
會所一起出發前往詩巫。
5. 2014 年美里一個月訓練報名通啟──凡有意參訓之初中三聖徒，請於 14/09/2014(主日)將填妥的報名
資料及費用並附上兩張符合規格的近照交到辦公室。
6. 2014 年小六生一週成全訓練(學生及組長)報名通啟──日期： 24~30/11/2014
對象： 1. 凡是今年就讀小學六年級的兒童和十四歲以下未曾參加過的青少年。
2. 十四歲以上青少年可報名“組長”的配搭服事。
報名費用：每名小六生 RM50/截止日期： 13/10/2014(週一)
7. 詩巫、三個月成全訓練報名通啟──日期： 24/12/2014~15/03/2015
地點：詩巫市召會會所
費用：每人 RM1,200/報名截止日期： 13/10/2014
對象：凡修完九號、高三、十一號或更高文憑，年齡介於十八至三十五歲之間的聖徒。
備註：報名表可到辦公室索取。
8. 2014 年全召會年終感恩相調特會通啟── 地點： A 二樓大廳
日期/時間：第一堂─ 06/12/2014(週六)晚上 7:30pm
第二堂─ 07/12/2014(主日)早上 10:00am
9. 2015 年全召會新春相調特會通啟──日期/時間： 19/02/2015(週四)早上 10:00am~12:0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10. 2015 年中文福音月曆、桌曆及信徒日誌訂購通啟
月曆每本預訂價為 RM17/-；桌曆 RM7/-；信徒日誌 RM8/備註： 1. 請各區直接向書房訂購繳費。
2. 訂購截止日期： 23/09/2014

外 1. 國際感恩節特會通啟──日期/時間： 27/11(週四)晚上 7:30pm 開始至 30/11/2014(主日)中午結束
地
地點： San Antonio, Texas, U.S.A
報名截止日期： 01/11/2014
報
2. 2015 年馬來西亞相調特會通啟──日期/時間： 19/02(週四)晚上 7:30pm 開始至 21/02/2015(週六)中午結束
告
地點：梳邦再也、Holiday Villa Hotel & Suites Subang

其

報名截止日期： 15/12/2014

1.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主日早上 (21/09/2014)： 1 － 1 區

它 2.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6 － 4 區及 1 － 3 區

會所/區
2－5區

3.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召會輪值表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九月
14 日
二會所
六會所

週一晚上 (15/09/2014)：一會所

會所/區
3－5區

九月

會所/區
8－1區
日期
21 日

扶持倫樂
三會所

會所/區
5－6區
扶持石隆門
七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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