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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夏季训练时间是 6/29-7/4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请
圣徒们为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训练代祷。报名截止
期是 5 月 1 日，费用是$155。有心愿的圣徒请找季
东弟兄报名。
2. 陈姊妹于 4 月 1 号受浸，感谢赞美主！请圣徒们为
召会的福音代祷。
3. 3/28 （周六）Montessori School 举办了第二次 open
house. 4/18, 5/9, 6/6 还有三次，请弟兄姊妹代祷，并
介绍朋友来参观。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五篇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第七篇 瑪拉和以琳的經歷

前一篇信息我們看到以色列人如何出埃及並過紅海，本篇信
息我們要開始來看他們在曠野的行程，說到瑪拉和以琳的經
歷。
壹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
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紅海往前行，出到書珥的曠野，
出到書珥的曠野，在
曠野走了三天，
着水。到了瑪拉，
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裏的水，
不能喝那裏的水，
曠野走了三天，找不 着水。
因為水苦；
因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瑪拉。
所以那地名叫瑪拉。百姓向 摩西發怨言，
摩西發怨言，說，
我們喝甚麼呢？
我們喝甚麼呢？摩西呼求耶和華，
摩西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
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
他把樹丟在水裏，
他把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了。
水就變甜了。 耶和華在那裏為他們定了
律例、
律例、典章，
典章，在那 裏試驗他們；
裏試驗他們；又說，
又說，你若留意聽耶和華
你神的話，
你神的話，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又行我眼中看為正的事， 側耳聽我的誡命，
側耳聽我的誡命，守
我一切的律例，
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因為我是醫治你的耶和華』
因為我是醫治你的耶和華』—出十五 22～26：
一 以色列人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他們來到瑪拉，
http://rsgamen.org
瑪拉這名的意思是『苦』， 因為瑪拉的水是苦的，不適於
喝。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赵师母和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二 三天表徵復活；這指明神的百姓在復活裏從埃及分別出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來：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林前 15:4 而且埋葬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
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第三天復活了；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1 在消極一面，曠野表徵飄流之地，但這裏在積極一面，曠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野表徵從世界分別出來之地。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2 三天的路程，相當於受浸，藉基督的死將人從世界帶出來，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在基督的復活裏進入曠野這分別的範圍中
。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
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
，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人中復活
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一樣。
。
一樣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3 在復活的範圍中沒有天然的水，沒有天然的供應。
10.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三 第三天可視為復活的日子，因為主耶穌在第三天復活；
我們可以說，這樹就是復活的基督，因為以色列人在曠野行
聚会统计
走三天以後，這樹被扔在瑪拉的苦水裏：
周
（
主日）
）
主日
林前 15:4 而且埋葬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
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第三天復活了；
聚会项目 3/6/15 3/13/15 3/20/15 3/27/15
1 我們若是願意將復活的基督放在我們的痛苦裏，讓復活的
L/H
33
42
50
45
基督進入我們的處境，苦水就會成為甜水。
主 WW 60
48
50
48
2 我們越喝活水，復活基督的甜水，我們就越受規律；在瑪
日 Eng. 40
拉所定的律例、典章，也許是不要再發怨言或抱怨
38
27
n/a
腓 2:14 凡所行的，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
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起爭論，
L/H
6
40
n/a
6
腓 2:15 使你們無可指摘、
使你們無可指摘、純潔無雜，
純潔無雜，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
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中，
祷 WW 6
6
14
16
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
你們在其中好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
。
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告 Eng. 8
8
5
5
3 我們若一直發怨言，就會生病；發怨言是向仇敵開門，帶
43
45
15
30
進各式各樣的疾病。
小 L/H
WW 39
54
41
49
4 我們若是個發怨言、抱怨的人，我們就與埃及人、世人一
排 Eng. 8
樣；在多數的社團或社會中，人都發怨言、抱怨、甚至彼此
8
0
n/a
相爭。

我們的處境中若有復活的基督，我們的處境就會因活水而
甜美；然後我們會有律例，就是我們絕不要發怨言、抱怨、
彼此相爭。
6 我們中間不該有疾病或病症，因為復活的基督是我們的醫
治者；我們的律例和典章乃是，絕不要抱怨、批評或發怨言，
而是要讚美主。
四 主答應摩西的呼求，指示他一棵樹；摩西把樹丟在苦水
裏，水就變甜了。
1 除了表徵復活的基督之外，按照彼前二章二十四節，這樹
也表徵基督的十字架，釘十字架的基督 。
彼前 2:24 祂在木頭上，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裏，
在祂的身體裏，親自擔當了我們的
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
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
就得以向義活著；因祂受的鞭傷，
因祂受的鞭傷，
你們便得了醫治。
你們便得了醫治。
2 生命樹表徵釘十字架（由樹，就是木頭所含示）並復活
（由神的生命所含示）的基督；因此，我們可以說，摩西丟
在苦水裏的樹，乃是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這生命樹。
約 11:25 耶穌對她說，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
我是復活，我是生命；
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
信入我的人，
雖然死了，
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也必復活；
3 當我們在禱告中呼求主時，祂就指示我們釘十字架之基督
的異象；我們需要看見十字架的異象；當我們看見這異象，
而將基督的十字架應用於我們的處境，苦水立即就變甜了。
五 我們經歷瑪拉的苦水不是一次就彀了；只要我們活在地
上，我們就要在復活的範圍裏，就是在生命的新樣裏生活行
動，並且一次又一次的來到瑪拉：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
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在生
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
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
中復活一樣。
中復活一樣。
1 以色列人在瑪拉的經歷描繪一個原則，而不僅是一件事情；
這原則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是基本的。
2 當我們在復活的範圍裏生活行動，我們會乾渴，卻發現沒
有天然水的供應可以應付我們的需要；只能得到苦水。
3 每當我們在這樣的處境中，我們需要看見樹的異象，然後
把這樹應用於我們的環境中；這樹將醫治我們的景況，並且
把苦水變甜。
六 耶和華是他們的醫治者，指明以色列人病了：
1 這表徵不僅我們環境的水有時是苦的，連我們自己也是苦
的（就是病了），需要醫治。
太 9:12 耶穌聽見，
耶穌聽見，就說，
就說，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
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
纔用得著。
纔用得著。
2 我們肉身上、心理上、連屬靈上都病了；我們的身子、魂、
與靈中都有苦味，需要把基督的十字架應用到我們全人的每
一面。
3 當我們經歷基督的十字架，並過釘十字架的生活，基督復
活的生命就成為我們醫治的能力，主就成為我們的醫治者；
在我們的環境和我們的全人裏，苦味都變甜了。
太 8:17 這是要應驗那藉著申言者以賽亞所說的，
這是要應驗那藉著申言者以賽亞所說的，說，『祂
，『祂
親自取去了我們的軟弱，
親自取去了我們的軟弱，擔當 了我們的疾病。』
了我們的疾病。』
七 神用十字架的經歷試驗並暴露我們：
出 15:25 摩西呼求耶和華，
摩西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
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他把樹丟
5

在水裏，
在水裏，水就變甜了。
水就變甜了。耶和華在那 裏為他們定了律例、
裏為他們定了律例、典
章，在那裏試驗他們。
1 基督為了醫治我們而被釘十字架；我們若要經歷祂的醫治，
就需要與祂的釘十字架聯合為一。 太 8:17 這是要應驗那藉
著申言者以賽亞所說的，
著申言者以賽亞所說的，說，『祂親自取去了我們的軟弱
，『祂親自取去了我們的軟弱，
祂親自取去了我們的軟弱，
擔當 了我們的疾病。』
了我們的疾病。』
2 每次我們經歷釘十字架之基督醫治的樹丟在我們環境中時，
自然而然就領悟，我們裏面有些東西需要得醫治。
3 我們也許覺得心思需要得醫治，或者發覺意志需要受調整，
或是看見情感需要被平衡；在其他的時候，我們也許覺得我
們的靈向着別人是苦的，也需要得醫治。
貳 『他們到了以琳，
他們到了以琳，在那裏有十二股水泉，
在那裏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樹；
七十棵棕樹；
他們就在那裏的水邊安營』
他們就在那裏的水邊安營』—出十五 27：
一 以琳，意，大能者，剛強者，或大樹。
二 以色列人在以琳的經歷，乃是經歷復活生命的一幅圖畫，
而這經歷來自在瑪拉對十字架的經歷。 三 在以琳有十二股
湧流的水泉，七十棵生長的棕樹：
1 十二這數字表徵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為着完整並完全的執
行神的行政，直到永遠。
2 七十是七乘十；七這數字表徵神時代行動中的完整和完全，
十這數字表徵完全；所以，
七十這數字表徵為着神完滿的時代行動，在時間裏的完整和
完全。
從我們這個人的苦境、苦處中，我們需要向耶和華呼求，向
祂傾倒我們的魂，與祂談話，把祂這位釘死復活的基督，應
用到我們的苦境和我們這人裏面。祂就要成爲醫治者，醫治
我們裏面的人，並且要從我們產生出得勝者，爲著神的建造，
就是神團體的彰顯。在我們的經歷中，由苦變爲甜的水必須
成爲湧流的水，使我們在其中，憑著也同著這湧流的水，生
長如棕樹，好彰顯神豐富的生命和完全的得勝，以稱頌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