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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蔡晓光弟兄和颜小婷姊妹的儿子蔡恩昕
（Anders）2/12 晚 8 点出生，6.12 磅，52 公
分，剖腹产，母子平安！感谢赞美主！
2. 2016 国际华语特会正在安那翰的职事会议中心
举行（2/12-14），这是一年七次特会的第一
次，本地有圣徒前去参加，请多多代祷！

其它报告

聖所是帳幕的中心，至聖所又是聖所的中心。至聖所有…四
面包金的約櫃，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
並兩塊約版。至聖所裏的約櫃表徵神居所—召會—的中心
（弗二 21~22）。誰是神居所的中心？誰是召會的中心？乃
是基督！基督是我們的中心和焦點。我們若以別的事物作爲
中心或焦點，就會有難處。我們需要一直以基督爲中心，將
全人專注於基督作我們的焦點；因爲基督乃是神的居所—召
會—的中心。

約櫃是用皂莢木包金作的，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品
質堅剛，標準崇高，純金表徵基督永遠且不變的神性，
皂莢木裏外都包金，表徵神聖的性情滲進屬人的性情裏，
並托在屬人的性情上，好藉着屬人的性情得着彰顯。
一 隱藏的嗎哪就是當我們與神之間，沒有一點間隔時，
我們在祂面前所享受的那分基督；當我們與主之間沒有
一點距離，我們就能最親密、最隱藏的享受基督；這就
代祷事项
是享受隱藏的嗎哪，就是基督隱藏的那一分—出十六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31～36：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啓示錄二章十二至十七節說到在別迦摩的召會。“別迦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摩”，原文意結婚；在別迦摩的召會乃是與世界聯婚。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在別迦摩的得勝者勝過與世界的聯合，他們要得着隱藏
的嗎哪作爲獎賞（17）。隱藏的嗎哪就是我們所吃並消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化的基督。基督是我們屬靈的食物，我們所吃、消化並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
吸收的基督就是隱藏的嗎哪，而不是公開的嗎哪。嗎哪
献全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原來是公開的，但是經過我們的吃、消化和吸收，嗎哪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
就成了我們的一部分，成爲隱藏的嗎哪。我們吃基督，
等事宜代祷。
自然而然就活基督，並因基督而活着。所以，隱藏的嗎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哪就是我們所吃、所消化並所吸收的基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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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1 我們若要享受隱藏的嗎哪，我們與神之間就必須沒有
会生活。
距離；我們與主之間一切的間隔，都必須除去。
在出埃及三十三章十四節，主答應摩西：“我的同在必
第一篇 見證的櫃
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祂不是說“我必和你同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10-16 节
出 25：10 他們要用皂莢木作一個櫃，長二肘半，寬 去”，乃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祂活在我們裏
面，所以無論我們在哪裏，祂都和我們在一起。然而，
一肘半，高一肘半。
出 25：11 你要把櫃裏外包上純金，四圍鑲上金牙邊。 祂的同在卻可能沒有和我們同去。什麼是祂的同在？祂
出 25：12 也要鑄四個金環，安在櫃的四腳上；這邊 的同在就是祂的笑臉。我們有沒有祂的笑臉呢？祂對我
們是不是高興呢？我們是不是直接受主同在的支配呢？
兩環，那邊兩環。
我們若遠離神的心，對主的認識就很有限。因着摩西是
出 25：13 要用皂莢木作兩根槓，用金包裹。
照着神的心，他就能有主的同在到最完滿的地步；但願
出 25：14 要把槓穿在櫃旁的環內，用以抬櫃。
我們爲着主的建造，也能有祂的同在到最完滿的地步。
出 25：15 槓要常在櫃的環內，不可抽出來。
出 25：16 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見證版，放在櫃裏。 2 當我們事奉主並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就與主有直接
第二幔子後，還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有…四面包 的交通，並認識祂的心意和目的；我們在主的同在中，
金的約櫃，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 祂纔能把祂和祂的心意，以及祂所要我們作的一切託給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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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sgamen.org

並兩塊約版 —來九 3～4：

我們。

結 44：15-18 以色列人走迷離開我的時候，祭司利未人，
撒督的子孫，仍看守我的聖所；他們必親近我，事奉我，
並且侍立在我面前，將脂油與血獻給我；這是主耶和華
說的。
他們必進入我的聖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
咐的。
他們進內院門必穿細麻衣，在內院門和殿內供職的時候
不可穿羊毛衣服。他們頭上要戴細麻布裹頭巾，腰間要
穿細麻布褲子；不可束上使身體出汗的衣服。
二 發芽的杖表徵基督這位復活者，該是我們的生命、
生活、和我們裏面復活的生命，並且這生命該發芽、開
花、並結出熟果—民十七 8：
當可拉、大坍、亞比蘭同以色列會衆中的二百五十個首
領，聚集攻擊摩西，進行了極大的背叛（十六 1~3），神
進來審判那些背叛的人，對那次背叛作了清理和對付
（19~50）。之後，神吩咐摩西從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首領
各取一根杖，將各人的名字寫在各人的杖上，並將亞倫
的名字寫在利未的杖上。摩西將這些杖放在會幕內見證
的版前（十七 1~4）。第二天，摩西進見證的會幕，看見
利未家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甚至生了花苞，開了花，
結了熟杏（8）。這說出亞倫是在神所賜的職事上，有權
柄的一位。這權柄不是爲了擊打人，乃是要用熟杏餵養
人。請記得，在召會生活裏，不該有宗教組織，也不該
有階級制度或地位；我們都是無有，沒有任何人比別人
高。
1 在民數記十六章所記載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後，神吩咐
十二個首領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
會幕內見證櫃前；神說，『我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
芽』—十七 5。
2 十二根杖都沒有葉子、沒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那
一根能發芽，那一根就是神所揀選的；在此我們看見復
活乃是神揀選的根據，而且事奉的根據乃是在我們天然
的生命之外的；因此，發芽的杖表徵我們經歷復活的基
督，使我們蒙神悅納，在神所賜的職事上有權柄。
3 一切事奉的原則，乃在於發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
根杖都發還眾首領，只把亞倫那根發芽的杖留在約櫃裏，
作永遠的記念；這意思是說，復活乃是事奉神的永遠原
則—9～10 節：
民 17：9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從耶和華面前拿出來，給以
色列眾人看；他們看見了，各首領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民 17：10 耶和華對摩西說，把亞倫的杖放回見證的版
前，給這些背叛之子留作記號；這樣，你就使他們向我
發的怨言止息，免得他們死亡。
復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復活
就是只有神能，我們不能。
凡是我們能的，乃是天然的；我們不能的，纔是復活的；人
必須到了盡頭，纔確知自己一無是處—太十九 26，可十 27，
路十八 27。

太 19：26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
事都能。
林後 1：9 自己裏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
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林後 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
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三 約版，就是律法的版，旧约的律法--神自己的启示和
神的见证，放在約櫃中表徵神要来作我们的生命和内容，
产生规律我们的神聖生命之律，就是神聖生命自發的大
能、自動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聖的性能—耶三一 33，
來八 10，參羅八 10，6，11，十 12～13：
耶 31：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
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
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羅 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
靈卻因義是生命。
羅 8：6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
是生命平安。
羅 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
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
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1 這生命的律，神聖的性能，能彀在我們裏面作一切事來
完成神的經綸：
照着這性能，我們能彀認識神，活神，並且在生命和性情上
由神構成，使我們成爲祂的擴增，祂的擴大，作祂的豐滿，
使祂得着永遠的彰顯—弗一 22～23，三 19～21。

弗 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
的頭；
弗 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
豐滿。

不僅如此，內裏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將我們構成基督身體上具
有各種功用的眾肢體—四 11，16。

弗 4：11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
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弗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
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
起來。

2 當神聖的生命在我們裏面長大時，生命的律就發揮功能，
使我們成形，將我們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羅八 2，29：

羅 8：2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
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 8：29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
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生命的律首要的不是規律我們不作錯事，乃是規律出生命的
形狀。生命的律發揮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極方面告訴我們
不該作甚麼；反之，當生命長大時，生命的律就在積極方面
發揮功能，使我們成形，也就是把我們模成基督的形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