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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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蓉姊妹由纪红介绍参加了几次姊妹聚会后，于 4
月 2 号在自己家中受浸，感谢赞美主！请圣徒们为
姊妹聚会代祷，也为召会的福音代祷。
3. Montessori School 将于 4/18 举办 open hou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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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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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篇 耶和華作為戰士之榮耀的勝利，
耶和華作為戰士之榮耀的勝利，以及
不斷與亞瑪力人爭戰

征服仇敵，乃是藉著天地之主的大能和權柄。環境需要被征
服，埃及人也需要被征服，直到他們把以色列百姓趕出埃及。
接著耶和華考量如何帶領百姓；祂決定不帶他們走直路，免
得百姓看見爭戰後悔，就回埃及去。後來，以色列人被困在
紅海和法老的軍兵之間，這樣的安排是爲著使主大大的勝過
祂的仇敵，同時又拯救祂的百姓，將他們從埃及分別出來。
這就是耶和華作爲戰士之榮耀的勝利。我們需要認識聖言中
論到爭戰，以及耶和華是戰士的記載，並且認識主耶穌自己
的得勝：祂這位神人，在祂的成肉體、人性生活、包羅萬有
的死、大有能力、釋放生命、分賜生命的復活、以及祂的升
天裏，徹底毀壞了魔鬼。祂自己取得了莫大的勝利，就是榮
耀的勝利。
壹 出埃及十五章一至十八節是一首讚美的歌，
出埃及十五章一至十八節是一首讚美的歌，論到耶和華
http://rsgamen.org
作為戰士之榮耀的勝利，
作為戰士之榮耀的勝利，讚美祂的拯救和得勝，
讚美祂的拯救和得勝，引到神的居
所和祂的國：
：
所和祂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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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一至十二節，以色列人為著神的拯救和得勝讚美祂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拯救與神的百姓有關，得勝與神的仇敵有關。神在擊敗仇敵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的同時，也拯救祂的百姓。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來
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體，為要借著死，
為要借著死，廢除那掌死權的，
廢除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來 2:15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
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受挾於奴役的人。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二 雖然作為神居所的殿要到幾百年以後才建造起來，出埃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及十五章十三節卻說到神的居所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出 15:13 你憑慈愛，
你憑慈愛，領了你所贖的百姓；
領了你所贖的百姓；你憑能力，
你憑能力，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引了他們到你聖別的居所。
引了他們到你聖別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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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居所首先是帳幕，然後是殿，二者都預表召會；帳幕是
在出埃及以後一年之內建造的，一直存留到殿建造起來——
聚会统计
十三 4，四十 17。十五章十三節提到神的居所，指明受浸引
（主日）
主日）
到召會生活——徒二 38～47。
聚会项目 周
4/5/15
4/12/15 4/19/15
4/26/15
三 出埃及十五章十四至十五節以詩的體裁豫書以色列人要
L/H
38
擊敗神的仇敵，並取得美地為業：
主 WW 98
出
15:14 萬民聽見就發顫；
萬民聽見就發顫；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
日 Eng. n/a
出 15:15 那時，
那時，以東的族長驚惶，
以東的族長驚惶，摩押的勇士被戰兢抓住，
摩押的勇士被戰兢抓住，
L/H
32
迦南的居民都喪膽了。
。
迦南的居民都喪膽了
祷 WW n/a
1 十四節的萬民表徵不信的人，異教徒：住在埃及和美地之
告 Eng. n/a
間的非利士人，表徵宗教世界的人;以掃的後裔以東人，表
徵天然的人，就是未蒙揀選、救贖、重生並變化的人; 羅得
34
小 L/H
的後裔摩押人，表徵屬肉體的人，因他們源自亂倫的行為
;
WW 45
排 Eng. 34
迦南人與諸天界裡邪惡的權勢有關。
2 這一切仇敵的企圖，乃是要阻撓神的子民達到祂的目標—
—建造祂的居所，以完成祂的定旨；然而，在神眼中，祂的

目標已經達成了；因此，摩西用完成式說到神的居所。
出 15:17 你要將他們領進去，栽於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
啊，就是你為自己所造的住處，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聖
所。
四 十八節指國度——“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神的居所，就是神的家，帶進神的國，就是神的掌權。今天
召會首先是神的家，然後是神的國。召會將神的國帶到地上。
十五章的主题就是赞美。赞美主拯救和得胜。有些人只在
神有作爲的時候讚美；當神行動時，他們就讚美，讚美主何
等奇妙，有主宰的權柄。得勝者的讚美就更进一步，他们認
識神的道路，認識祂運行的原則。他們不需要看見行動，因
爲他們知道他們的神是一位怎樣的神。他們知道主的應許是
真實的，祂必會審判仇敵，祂必會賞賜得勝者，因此他們照
著主的所是讚美祂，也照著祂的道路讚美祂。卽使祂不爲他
們作任何事，他們仍然讚美祂。主需要在祂的恢復中得著一
些人，他們的讚美能彀被帶到這樣的地步。卽使主在我們的
一生當中都在某件事上靜默，一直都是隱藏的，祂仍然是我
們的神，我們要讚美祂，因爲我們認識祂的道路。我們需要
仰望主，從我們所在的境地，一點一點的發展，直到主把我
們帶到讚美的生活中，使我們成爲讚美的人。我們可以這樣
禱告：『主阿，題醒我讚美你，訓練我讚美你。在我裏面，
發展出一個讚美的生活，使我成爲一個讚美的人。』時候將
到，爭戰要越發激烈。那時我們需要在地上成爲一班被出埃
及十五章的異象所支配的人，認識耶和華作爲戰士之榮耀的
勝利。我們靈中要非常清楚，無論外在的情況如何，也許沒
有任何醫治、神蹟或供備，只有不住的攻擊，但我們的異象
仍然不改變；那就是基督得勝，耶穌是主。
貳 出埃及十七章八至十六節有一幅表明不斷與亞瑪力人爭
戰的圖畫：
戰的圖畫：
出 17:8 那時，
那時，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
亞瑪力人來在利非訂，和以色列人爭戰。
和以色列人爭戰。
出 17:9 摩西對約書亞說，
摩西對約書亞說，你為我們選出人來，
你為我們選出人來，出去和亞瑪
力人爭戰。
力人爭戰。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杖，
明天我手裡要拿著神的杖，站在山頂上。
站在山頂上。
出 17:10 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
於是約書亞照著摩西對他所說的話行，和亞瑪力
人爭戰。
人爭戰。摩西、
摩西、亞倫與戶珥，
亞倫與戶珥，都上了山頂。
都上了山頂。
出 17:11 摩西何時舉手，
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
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
何時垂手，亞
瑪力人就得勝。
瑪力人就得勝。
出 17:12 但摩西的手發沉，
但摩西的手發沉，他們就搬一塊石頭來，
他們就搬一塊石頭來，放在他
以下，
以下，他就坐在上面。
他就坐在上面。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
亞倫與戶珥扶著他的手，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這邊，
一個在那邊，
一個在那邊，他的手就穩住，
他的手就穩住，直到日落的時候。
直到日落的時候。
出 17:13 約書亞用刀擊敗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約書亞用刀擊敗了亞瑪力王和他的百姓。
出 17:14 耶和華對摩西說，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亞瑪力的名號從天下全
然塗抹；
然塗抹；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紀念，
你要將這話寫在書上作紀念，又念給約書亞聽。
又念給約書亞聽。
出 17:15 摩西築了一座壇
摩西築了一座壇，
築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尼西；
起名叫耶和華尼西；
出 17:16 又說，
又說，因為有手敵擋耶和華的寶座；
因為有手敵擋耶和華的寶座；耶和華必世
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世代代和亞瑪力人爭戰。
一 亞瑪力人在以色列人達到神目標的行程中，與他們爭戰
1 亞瑪力人表徵肉體，就是阻撓我們跟隨主最主要的仇敵
亞瑪力人這名字的意思是好戰，指明肉體好戰、毀壞人、攪
擾人。肉體隱密的作工，要暗中破壞神的百姓，甚至要殺害
他們。神不斷與亞瑪力人爭戰，這啟示神如何憎惡肉體，要
將肉體除滅淨盡。

肉體指墮落舊人的總和，就是我們整個墮落的人：它是神
仇敵的大本營，是神仇敵作工最大的根據地肉體是在一切的
仇敵當中為首的；它領先於罪、世界和撒但，與我們爭戰。
神如何憎惡撒但，也如何憎惡肉體；神如何要除滅撒但，也
如何要除滅肉體。
3 亞瑪力人有敵擋主寶座的手
肉體是背叛神的，並且敵擋神的寶座。亞瑪力人想要推翻神
的寶座，正如撒但從前想要作的一樣。我們的肉體是神權柄
的仇敵，敵擋神的行政管理。
4 掃羅失去他的君王職分，因為他沒有徹底對付亞瑪力人
憐惜良善的肉體，把它獻給神，對神來說是可恨的，因為這
樣作涉及鬼魔，也涉及虛空的偶像。掃羅之所以失去君王職
分，是因他沒有滅盡亞瑪力人；我們若不滅盡肉體，也會失
去君王職分。
5 亞瑪力人受到對付時，神的國就立刻進來。我們若依從主
的話滅絕肉體，就會有君王職分，也會在神的國裡
二 出埃及十七章九至十三節的圖畫給我們看見，如何與亞
瑪力人爭戰：
1 我們借著代求的基督和爭戰的靈與亞瑪力人爭戰
摩西在山頂舉手，預表升天的基督在諸天之上代求。約書亞
與亞瑪力人爭戰，預表內住的靈與肉體爭戰。
2 在與亞瑪力人爭戰時，我們需要借著禱告並治死肉體與主
合作我們禱告的時候，就與代求的基督是一。我們治死肉體
的時候，就與爭戰的靈是一。
三 至終，我們要在幔內在至聖所裡過生活，就需要更厲害
地經歷十字架，以對付肉體神的聖所雖在諸天之上，但被幔
子——表徵我們的肉體分為兩部分：外面的聖所和裡面的至
聖所。在神的經綸裡，神的聖所有個消極的東西——我們的
肉體。對基督而言，神聖所內的幔子在基督釘十字架時已經
裂開。對信徒而言，這幔子仍然存留，使神能使用它來成全
祂的尋求者，並且使他們能借著住在祂這至聖所裡而與神成
為一。無論我們多成熟、多屬靈，只要我們的身體還未改變
形狀，我們就仍然有肉體，就是幔子。
在雅歌，尋求主的佳偶不斷往前，到一個地步，她成爲在主
復活裏的新造。主又呼召尋求者在祂的升天裏，與祂同活。
因此，主的尋求者蒙呼召活在升天裏，作復活的新造。然後，
她繼續在生命裏生長，成了滿足基督的園子。到了六章，主
稱讚她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得撒和耶路撒冷都表
徵她成了神的聖所。神的聖所包括帳幕的兩部分。現今她進
入聖所，甚至成了神的聖所，這指明她認識身體，在身體裏
被建造。但那些達到這個地步的人會驚訝的發現，那裏仍然
有一層幔子，分隔了聖所和至聖所。聖所是在諸天界裏，我
們甚至成了那個聖所；也許我們已經在升天裏，在諸天界裏
了，但肉體仍然在那裏。因此，就有主終極的呼召，要我們
更強、更厲害的經歷十字架，一天又一天來對付這個仍然存
在的肉體。每天我們都面對同樣的挑戰。雖然幔子已經裂開，
但幔子仍然存在。爲了要進到至聖所，甚至成爲至聖所，在
生命和性情上成爲與神一模一樣，基督的十字架就需要應用
在仍然存留的肉體上。主在祂的智慧中留下了肉體，爲要對
付我們。爲此，我們仍然在學習。主在成全我們，要叫我們
真正謙卑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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