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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周六（４／９）一早有二十几位弟兄姊妹来到

会所对教会外面进行了春季的大清扫。感谢主，

姊妹们也加入了清扫的服事，并带来美味点心

分享。 

2. ２０１６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正在加州安

纳罕举行，Ｈａｍｉｌｔｏｎ召会有五位弟兄

参加。请为弟兄们代祷。 

3. 四月１４日，陈宏军弟兄将来Ｈａｍｉｌｔｏ

ｎ召会与我们相调。晚上会有相调安排。望圣

别时间参加。 

4. 四月１６日到１７日，ＮＹ／NJ 召会服事弟兄

们会在比努伊勒相调中 心相调交通，请为弟

兄们代祷。 

召会追求进度 

1. 背诵圣经进度：以弗所书三章 19 节-四章 4节 

2. 晨兴追求进度：出埃及记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

33 周《圣膏油》 

3. 读经进度：出埃及记 30章 22～33 节，哥林多

前书 15 章 45 节，约翰福音 7章 39 节，腓利

比书 1章 19 节 

4. 生命读经进度：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 157-159

篇《圣膏油(一、二、三)》

http://gracefinder.com/folder/smdj/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

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

献全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

备等事宜代祷。 

 

第九篇 圣膏油 

出 30：22 耶和华又告诉摩西说， 

出 30：23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没药五百

舍客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二百五十舍客勒，香菖蒲

二百五十舍客勒， 

出 30：24 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着圣所的舍客勒，

又取橄榄油一欣； 

出 30：25 你要把这些香料，按调制香品者之法复合

成香品，作成圣膏油。 

出 30：26 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见证的柜、 

出 30：27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

具、并香坛、 

出 30：28 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出 30：29 你要这样使这些分别为圣，好成为至圣；

凡触着这些的都成为圣。 

出 30：30 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使他们分别为圣，

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出 30：31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要世世代代归我

为圣膏油。 

出 30：32 不可倒在一般人的身上，也不可按这些成

分，调制与这相似的；这膏油是圣的，你们也要以为

圣。 

出 30：33 凡调制与这相似的，或将这膏油膏在凡俗

的人身上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 

 

在出埃及三十章里神吩咐摩西制作圣膏油，将圣膏油的成分

告诉他，并指示他如何制成这复合品。事实上，神乃是向摩

西描述祂自己；神自己就是那复合的膏油。正如金灯台是三

一神的描绘，圣膏油这复合品也是三一神另一种的描绘。撒

迦利亚十二章一节说到，神“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

面之灵”。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有灵乃是为着神。

人的灵是为着神，这位神是一位特别的神，是复合的神。宇

宙被创造的原因，就是为使我们能在灵里享受这位经过过程、

复合的神。 

 

圣膏油的成分与其中所包含的数字，以及其属灵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圣膏油的成分与其中所包含的数字。圣膏油的

材料分为两类，共有五项。第一类包含四种香料：没药、肉

桂、菖蒲和桂皮。 

 

流质的没药五百舍客勒
  没药在古时用作止痛剂，闻起来是

香的，尝起来却是苦的，表征基督宝贵的死（罗六 3）。没

药来自一种芳香的树；这种树因着受到切割，或有某种天然

的裂口或开口，就流出汁液。在圣经里，没药多半是埋葬时

所用的香料。这种汁液是用来减轻死亡的痛苦，主耶稣被钉

十字架时，有人拿没药调和的酒给祂，要减轻祂的痛苦。然

而，祂不肯接受。毫无疑问，出埃及三十章里的没药表征主

的死。有时我们的肉身会有不当的分泌，使我们散发难闻的

气味，没药芳香的液体不仅能减轻痛苦，也能治好不当身体

分泌物，那是在肉身一面。在心理一面，当我们不在那灵里

时，我们也会有不当的分泌。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都是有刺

的荆棘，还没有完全被变化，常会彼此得罪，因此需要彼此 

饶恕。然而，我们仍会觉得受伤和痛苦，所以需要没药。每 

 



 

 

当我们喊“哦，主耶稣”，祂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歌一

3），我们就得着膏油里面没药止痛的功效。 

 

香肉桂二百五十舍客勒
   肉桂不仅有特殊的香味，古时候，

香肉桂可以用作增强心脏的处方，表征基督之死的甜美与功

效（罗八 13）。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见证与基督同

死是何等的甜美。亚当的死不是甜美的，但基督的死使我们

脱世界、自己、罪恶，那是何等的甜美、安适！（诗歌三六

五首）但我们要有时环境中消极的事物会使我下沉，也许我

们心理的“心脏”是衰弱的，但当我们在那灵里应用主的死

到我们内里的所是里，我们的心就会因着基督之死的甜美与

功效而得着加强，使我们在主里快乐欢喜。 

 

香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
   菖蒲是一种在沼泽或泥泞之处往

上生长的芦苇，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弗二 6，西三 1，彼

前一 3）。菖蒲的〔希伯来文〕字根意思是站立。但即使它

长在沼泽之处，仍能向空中矗立。按照香料的次序，菖蒲表

征主耶稣从死地复活。主被摆在沼泽之处，就是死亡之境，

却在复活里起来且站立。所以，菖蒲表征基督宝贵的复活。

耶利米落在极深的坑里，就呼求神的名，他说，“求你不要

掩耳不听我的呼吸，我的呼吁。”（哀三 56）当我们在极

低的光景中，往往会分析为何落到这样的境地，该怎样才能

从深牢里出去。我们若如此分析，就会落到心思里。此时，

我们要呼求主的名；那是我们属灵的呼吸，使我们能取用复

合的灵，而经历基督的复活，叫我们蒙拯救。 

 

桂皮五百舍客勒
   古时，桂皮是用以驱逐蛇虫，表征基督

复活的大能。蛇表征魔鬼，昆虫表征那些污鬼。在复合的膏

油里，有神圣奥秘的“驱虫剂，把魔鬼和一切邪恶的污鬼都

驱逐出去。在我们的聚会里没有“昆虫”，没有“蛇”，一

切邪恶的势力都被驱逐出去了。 

 

第二类只含一个项目—
一欣的橄榄油

。在圣经里，橄榄油表

征神的灵。橄榄油是橄榄被压榨所产生的。橄榄油表征神的

灵借着基督受死的压榨而流出。橄榄油是膏油的基础，是与

香料复合的基本成分。即神的灵是复合之灵的基础，表征独

一的神带着祂的神性。四种香料调进橄榄油里，就成了膏油。

这指明橄榄油所表征神的灵不再仅仅是油，如今它乃是复合

着一些成分的油。关于这点，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耶稣

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意思是，主得着荣耀以前，还

没有复合的灵；乃是基督复活以后，这灵的复合或调和，才

得以完成。 

 

预备橄榄油和四种香料，都必须经过压榨或切割的过程，表

征神的灵借着基督的受苦成了基督的灵。一欣的橄榄油；

“一”表征独一的神。四种香料分量中
三个完整的五百舍客

勒单位
；“三”表明三一神。“二”见于中间的

五百舍客勒

分开为两半
，指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时为我们裂开。“四”

见于圣膏油所包含的
四种香料

；“四”表征以人为首的受造 

之物。在宇宙中被高举的那人就是耶稣（徒二 33），所以

耶稣的灵乃是圣膏油的成分之一。“五”见于复合膏油的
五 

种元素以及香料分量的五百舍客勒；“五”指担负责任的能 

力。五由四加一所组成；这表征“四”所象征的人，加上

“一”所象征的神，以承担责任。基于前述意义，四种香料

与橄榄油复合成一种膏油，表征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 

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等过程，上述元素就与神的灵

调和，产生复合的灵，为着建造神永远的居所。 

 

出埃及三十章里，
我们看到圣膏油仅仅为着一个目的，就是

膏抹神的居所和祭司体系
。”但在埃及或在通往西乃山的旷

野里，神无法得着这样一个居所。反之，祂需要把百姓带到

西乃山，在祂的面光中，给他们看见这属天的关于帐幕及其

器物、器具、祭司的分别为圣以及膏油的启示。即使今天，

有一些基督徒也很难说经历到复合的膏油？原因乃是：这灵

是为着建造属灵的殿，并为着圣别的祭司体系。因此，在西

乃山，帐幕和祭司体系这两样都预备好了，就有复合膏油的

描述。这膏油表征三一神借着基督的成为肉体、钉死与复活，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复合的灵，临到蒙祂拣选并

救赎的人，以祂自己膏抹他们，使祂自己与他们成为一，并

使他们与祂成为一。这样的膏抹既是复合的灵在我们里面的

运行，就实施在我们身上，且将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

神的一切成分，加到我们里面的所是里，使我们里面的人，

凭神圣的元素在神圣的生命里得以长大，并使我们与神调和

为一。我们若看见这异象，就会祷告说:“主，我感谢你，

如今那灵乃是复合的灵。这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就是三一神

自己临到我，涂抹我，使祂自己与我成为一，也使我与祂成

为一。 

 

出埃及三十章 32 节说，圣膏油“不可倒在一般人的身上”。

这里给我启示两项警戒：
不可倒在 凡俗、肉体的 人 身上，

也不可调制相似者
 。在圣经里，人的肉体是指旧造里堕落

的人。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都已重生，因着重生已成了

新造。一面，我们有重生的灵；另一面，我们仍有老旧、堕

落的肉体。不可把膏油倒在人的肉体上，这嘱咐指明膏油涂

抹不可应用在旧造的人身上。每当我们照着肉体生活行动时，

我们就与基督的灵无分无关。我们若要有分于这灵，并享受

包罗万有的灵，就必须留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这些信徒都已经被复合的膏油，就是包罗万有的灵所膏

抹。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描述膏油如何从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

又流到他的衣襟；这表征
整个基督的身体都被那灵所膏抹

。

在诗篇该章一至二节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

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里的亚伦预表基督，祂是受

膏者；我们联于基督这元首，就有分于膏抹，正如膏油从亚

伦头上流遍他全身所表征的。这膏抹是持续进行的，我们现

在就要享受这复合膏油的涂抹。这描绘出一个事实：那油，

复合之灵全备的供应，乃是在身体上。保罗领悟他不是整个

身体，而只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是肢体，需要身体的供

应。身体若起来供应他，那灵全备的供应就会借着身体临到

他。召会是基督的身体，召会一的立场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

神这圣膏油，复合的灵，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要被膏油所

“油漆”就必须与召会是一；这样，我们自然就享受到膏油

和其中各种成分的涂抹；取用这膏油所产生的一，是何等的

奇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