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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出埃及記三十章，聖膏油（出三十23～25）表徵 香加上鹽以後，要搗細並焚燒。搗細，並且放在會幕內
基督作為包羅萬有的靈，從神來到我們這裏，而 見證的櫃前，表徵基督甜美的死和祂馨香復活的調和，

香（35）表徵基督從我們去到神那裏；這啟示神與人之 以及祂的死與復活在香壇上獻給神，作為基督和祂肢體
間雙向的神聖交通。膏油塗抹在基督裏並藉著基督將神 代求的基礎（羅八34）。我們要有基督作為香，獻給神
帶給我們，使我們有分於神聖的元素；香是我們在禱告 作甜美的香氣，就需要真正經歷基督帶著香的一切成
中帶著基督並且作為基督到神那裏去，使神得著享受。 分；這些經歷也必須加上鹽，搗細並焚燒。
這個交通與我們基督徒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就是神在

不論是在舊約，或是在新約，香都表徵我們的
基督裏來到我們這裏，以及我們在基督裏並同著基督到 禱告（詩一四一2，啟五8）。此外，香也特別是指復活
神那裏去。
升天的基督，連同祂的一切工作、果效和功績－祂一切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蘇 的所是、所成並所作（弗一7，19～23，來七25）。在
合香、香螺、白松香；這些馨香的香料和純乳香，各樣 啟示錄五章八節，爐（原文是碗）是眾聖徒的禱告，香
的分量要相等。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調製香品者之法 是加在眾聖徒禱告裏的基督。而在八章三節，香象徵基
作成香品，作成純淨聖別的香。』（出三十34～35）這 督連同祂所有的一切功績，加到眾聖徒的禱告上，使眾
段經文指明，這香包含五種成分。蘇合香，一種沒藥， 聖徒的禱告，在金香壇上得蒙神的悅納。既然香表徵基
由樹產生的膠質，表徵基督生產的生命（由植物生命所 督，燒香的意思就是禱告基督；神的心意乃是要我們每
表徵－約十二24）甜美的死。香螺，生長在紅海沼澤之 逢禱告，就是禱告基督。
地一種小動物的甲殼，表徵基督的死連同祂救贖的生命

末了，我們需要受題醒，在金香壇前禱告時，我

（由動物生命所表徵－約一29）。白松香，也是一種樹 們的禱告應當既沒有凡火，也沒有別的香（利十 1，出三
的膠質，表徵基督生產的生命大能的死。第四種成分乳 十 9 上）。在我們的禱告中有凡火，就是有了某種天然的
香，是一種白色的樹膠，表徵基督甜美的復活（腓三 動機，沒有受過十字架的對付 。在我們的禱告中有別的
10）。三種香料和乳香要加上第五種成分，就是鹽；按 香，乃是禱告與基督無關的事物。當我們在金香壇與主是
豫表，鹽表徵基督之死殺死的能力和保存的能力（可九 一，為別人並為主的權益代求時，我們的禱告對神乃是馨
50）。
香的香 。
三種香料各都表徵基督的死；其中第二種香料屬
於動物生命，表徵神格的第二者被殺，完成救贖。這三

摘自：臺北市召會周訊 918 期

種香料指明基督在祂生產的生命和救贖的生命裏的死，
有三個功用：將我們產生為神的眾子，救贖我們脫離墮
落，並驅逐那蛇魔鬼。三種香料表徵在復活裏的三一

週刊目錄：

神，加上純乳香，成為四種成分，表徵基督的人性。香
的四種成分加上鹽，表徵我們的禱告需要藉著十字架
『加上鹽』，好消殺我們裏面一切的不純和偏向。所以
這香一共有五種成分，五這數字表徵負責任。
此外，按照出埃及記三十章三十五至三十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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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害怕寂寞嗎?

在

路加福音 11:10 說：「因為凡求的，就得著；尋
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主果然向我
開了一扇門，因為老師邀請我參加福音聚會。在聚會
中，並沒有聊到太私人的事情，但卻有一種家人般的
親切感，吃飯時老師還一直夾菜給我，說我太瘦，要
不過在一次我想用來證明自我的考試中，我得到 我多吃一點，好像父母擔心子女餓著了肚子一樣。這
了從未拿過的分數－數學只考了 45 分。老師責備的話， 樣溫馨的氣氛，讓我決定當天晚上就成為基督徒；而
同學們的冷嘲熱諷，讓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對於父 從水裡上來的剎那，我覺得這快樂好真實，全身滿有
母，也不敢將我所遇到的事情跟他們說，我甚至不知道 力量！
於是我高聲喊：「主耶穌，我得救了！」
那天敢不敢回家，只覺得非常徬徨、無助。
我尚未得救以前，大多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個
性自卑，不信任別人，覺得沒有一個人懂我。所
以我將目標及信心都放在課業上，希望能從中找到自
信，所以每節下課都躲到圖書館裡拚命地念書，但卻讓
我的生活更顯寂寞。

當時我還不認識主，但不知道是哪裡來的感覺，心
裡浮現了一位老師的名字，她是一位基督徒。當下我沒
想太多，立刻拿著便當到辦公室找老師訴苦。在交談的
過程中，雖然老師也說了一些安慰的話，但當她最後邀
請我一起呼求主名，這時我那種不信任別人的感覺又跑
出來： 「啊！是不是我昏了頭，跑來這裡，聽人傳教？
現在想逃也逃不掉，沒有辦法，只好跟著老師一起，就
當作是深呼吸吧。」
沒想到就這樣一直的呼求，而且越來越大聲，壓抑
在心裡的負面情緒就被釋放出來。從此之後，我常常跑
去找老師，希望能在她身上學到快樂、自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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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生活中還是會遇到無助的時候，就像四
個月前，我生了一場很嚴重的病。不過這樣的病痛並
不是我獨自一人去面對。那時有一位弟兄，他幾乎天
天陪我禱告，鼓勵我去就醫，安撫我吃藥，真的就像
家人一樣。
正如約壹 4:11 所說的：「親愛的，神既是這樣
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這樣的愛真的讓我非
常感動，並且也讓我知道，其實在我身邊有很多關心
我、愛我的弟兄姊妹，是的，我現在的生活充滿信任
和真實的快樂，而且不再是獨自一人！
http://www.luke54.org

讀經之路(23)讀聖經的計畫（一）

一次我們談了前三個計畫， 也就是三種閱讀的
路線，這一篇我們接著再來看四個計劃。

（四）

豫言

全部聖經約有三分之一是豫言。我們可以把全部
聖經的豫言分作兩大類，就是主耶穌的第一次來，和主
耶穌的第二次來。主耶穌的第一次來，在五經裏、在詩
篇裏、在先知書裏都有。但是，如果要讀豫言，還得注
意主耶穌第一次的來。要把新約和舊約一切關於主耶
穌第一次來的豫言，一一找出，並且寫下來。這有甚麼
用呢？這能教我們找出豫言應驗的原則是如何。主第
一次來的豫言的應驗是怎樣的，那麼主第二次來的豫
言的應驗也必定是怎樣的。

結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這是意義上的應驗。像行傳二章十六節說，『這正是
先知約珥所說的…，』意即今天這種情形就像約珥所
說的那麼一回事，這也是意義上的應驗。至於主耶穌
第一次的來，很多是按著豫言的字面應驗的，童貞女
就是童貞女，埃及就是埃及，沒有一根骨頭折斷就是
沒有一根骨頭折斷，這都是按著字面應驗的。既然主
第一次的來很多是按著字面應驗的，那麼主第二次的
來也就多數是按著字面應驗的。
關乎猶太人的豫言，可以說有兩個大幹：一個
是關乎主的日子的，一個是關乎國度的地上的祝福。

關乎外邦人的豫言，我們要注意從猶太人亡國
聖經對於每一件東西的解釋，都有一定的律。凡 之後，在外邦人的日子裏所有神的豫言，像但以理二
是應當『靈然解』的地方，聖經的本文就指明出來。例 章、四章、七章、九章的七十個七，一直到啟示錄，
如：啟示錄一章說主耶穌右手中的『七星，』是七個教 都是關乎外邦人的豫言。簡單的說，第一，從猶太人
會的使者，這不是按字面解，聖經本文就告訴我們了。 亡國到末期，特別是但以理二章整個大像的歷史；第
主行走在七個金燈臺中間的『燈臺，』是指著教會說的， 二，就是末期的十角─十個王─怎樣，那另長的一個
這也是聖經本文告訴我們的。豫表，都應當『靈然解。』 小角─一個王─怎樣，敵基督怎樣；第三，外邦人如
像：亞當不是指亞當，是指基督；夏娃不是指夏娃，是 何在千禧年裏得福。
關乎教會的豫言：一，教會兩千年的歷史；二，
指教會。可是豫言的解釋，卻有兩個基本的原則：一個
是以屬靈的意思來解釋豫言，所以應驗是意義的應 被提；三，審判臺前；四，國度；五，永世。
http://www.luke54.org
驗；還有一個是按字面來解釋豫言，所以應驗是字面
的應驗。像馬太二章十七、十八節說，『這就應了先知
耶利米的話，說，「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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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in Frankfurt and the First Lord’s Table

Dear saints,
This past weekend, from 14-16 May, we had our annual German-speaking conference as well as the
first Lord's table of the church in Frankfurt.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750 (660 adults and 90 children) from 26 countries in attendance. Among the saints there were 67 who recently migrated to Germany from the Middle East.
We especially enjoyed the speaking of these new ones, many of whom were recently saved and baptized, responding to the conference messages concerning The Gospel of God. Four of these were baptized on the last day of the conferenc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for the prayers of the Body in supporting us for this weekend. We are full of joy that the Lord has gained another city for His kingdom and are full of expectation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city by city until Germany, Europe, and the entire earth are His.
The brothers serving in Frankfurt and in the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An encouraging report:
In the past week, we brought together many of our Farsi-speaking saints from various camps into a
home to sing. At this gathering, we realized that many of them already knew each other back in their
country. In fact, they lived on the same street and worked closely in their respective businesses. Although one of the brothers had already been saved back in his country, none of the others knew. Believing into Christ is by necessity a very secret matter in the Middle-east. We praised that Lord that in His
sovereignty and mercy He saved us all and brought us to Germany to enjoy the Lord openly!
We also had a glorious meeting this week in the home of the saints where several saints took their second step. During the time, one brother happily stated that he was the first one to take the second step
in this home.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night, he helped take care of the newer and younger brothers. Praise the Lord for His causing the growth in the saints!
Another contact that we have been meeting with for the past 5 weeks prayed to receive the Lord! In
this last follow up trip, the saints met with him 6+ times. In our final day in the city, the brothers met
with him again. Without being asked, he simply started repeating after the brother's prayer. So the
brother led him to pray for the Lord to come in and be his personal Saviour. Afterwards, he was so
happy and said, "I feel that a heavy weight has been lifted off my shoulders! I feel so comfortable."
As we where going through the mystery of human life at a second interview with a new translator from
the Middle-east, the brother was mentioning that Christ became a life giving Spirit, right away the
translator started repeating “life giving Spirit...” a number of times, and said: "All I know is death
around me". Shortly after he received the Lord as his Savior. The day after, he told us that he cried a
lot after he went home and that his life has been rebuilt in two days. He will be joining the conference
in Frankf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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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祂，好同眾聖徒的禱告獻在寶座
前的金壇上。4 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從那天使手中上升於神面前。(啟示錄 8:3~4)

禱 一、 願主復興祂的召會，聖徒們愛主並渴慕主的話，操練
過神人的生活，為著福音並餵養而前去接觸人。
告
事 二、 為著 2016 年青年訓練的報名代禱。 求主興起 18-35
項
歲的青年人答應呼召參加訓練。
三、為著兒童品格園地代禱。求主得著兒童及青少年成為
貴重的器皿。

五、為著主在西連的行動代禱。
六、為著主在歐洲的行動代禱。
七、為著病痛中的黃新楠弟兄，陳逍遙姊妹及
黃琳娟姊妹代禱。
八、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及其他病痛中
的聖徒代禱。

四、為著哥打三馬拉漢會所的建造代禱。
各 地 召 會 訪 問 團 到 訪 最 新 消 息：
到訪召會來自：
澳洲、墨爾本、雪梨召會
1.
2.
3.
4.

來訪日期：
28~31/05/2016(週六至週二)

來訪人數：
28

追求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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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週。
本週“新約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路加福音生命讀經 第 25 及第 26 篇。
本週繼續追求“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晨興聖言 第 36 週。 青少年共同追求進度: “聖經之旅”第六冊：第五課。
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福音”，請各區一位區召集人到書房代購並帶到區裏去分發。

本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日期/時間： 23/05/2016(週一)晚上 7:30pm
地
報 2. 兒童品格園地(七)小牧人預備交通(一)
日期/時間： 26/05/2016(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4 會廳
告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備註：請所有報名服事的小牧人務必準時出席。
3. 大專戶外相調通啟――日期： 28/05/2016(週六)
地點： Matang Wildlife Centre
備註：欲報名者，請至會所辦公室詢問葉文祥弟兄。
4. 2016 年中幹成全訓練(第二期)報名通啟
日期/時間： 18/06/2016(週六)下午 4:00pm 至 6:00pm 及晚上 7:00pm 至 9:0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費用：每人 RM5/-(包括晚餐)
報名截止日期： 30/05/2016(週一)
對象：排中幹、區負責、會所負責以及所有有心願的聖徒。
5. 青年訓練報名已截止，請報名參訓者盡速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費用交到辦公室。

外 1. 東馬姊妹集調通啟
地
日期/時間： 10/09(週六)晚上 7:30pm 開始至 12/09/2016(週一)中午結束。
報
地點：亞庇市召會一會所
報名截止日期： 04/07/2016
告
備註：報名相關詳情，請至 A 一樓佈告欄參閱報名通啟。

其 1. 為哥漢召會蓋造會所奉獻資訊
心願： RM 3,005,161.00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 2,758,355.42
備註：已支付建築商 RM1,559,003.98

它
2.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6－2區 及1－1區

會所/區
2－2區

會所/區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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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22 日
二會所
六會所

五月

會所/區
4－3區

日期
29 日

差額： RM 246,805.58

會所/區
7－2區

扶持倫樂
三會所

扶持石隆門
七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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