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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司绍妹姊妹 3/6 日在主日福音后受浸归入主名!
感谢赞美主! 她是从加州来蔡晓光弟兄家做月嫂
的。
2. 3/12 日， 十多位弟兄劳苦了数小时，把会所剩下的
排水工程都做好了，弟兄们包括 Alan Lin 配搭得很
甜美。感谢赞美主！

召会追求进度

背诵圣经进度：以弗所书二章 13-19 节
晨兴追求进度：出埃及记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 29 周
《金香坛》
圣经追求：出埃及记三十章 1-10 节，罗马书八章,
启示录八章
生命读经进度: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 147 篇至 152 篇

祭，也不可浇上奠祭。
出 30：10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四角上为坛遮罪；
他一年一次，要用遮罪之赎罪祭的血，为坛遮罪，作为
世世代代的定例。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乃为至圣。
启 8：3 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
许多香赐给他，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启 8：4 那香的烟同众圣徒的祷告，从那天使手中上升
于神面前。

职事的话：
金香坛在旧约里的预表是深奥的，金香坛在新约里的实际是
美妙的，而关于金香坛的话语职事是富于光照的。出埃及记
3.
生命读经第一百四十七篇里有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我们
研究香坛时，乃是研究宇宙中最大的事”。是什么使金香坛
4.
成为宇宙中最大的事呢？这话有其背景。金香坛预表基督作
http://gracefinder.com/folder/smdj/
代求者，不是表征基督的祷告，乃是表征祷告、代求的基督。
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说到基督在他天上的职事里是长远活着，
代祷事项
为我们代求。罗马八章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有神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且已经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还为我们代求。”启示录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启示我们，基督乃是按照神永远经纶之神圣行政的中心。升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天的人子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太二八 18），他正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在整个宇宙中，施行神管理的行政，以成就神心头的愿望。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
这行政的施行，在于那唯有在金香坛才能献上的祷告。基督
作为元首，为着施行神的行政正在祷告；但历世纪以来，他
全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一直在等待从他身体的肢体得到足够的回应。在金香坛所献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等
上的祷告，乃是团体基督的祷告。是头在祷告，也是身体在
事宜代祷。
祷告，是头和身体作为一个团体的人位在祷告。这样的祷告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要管治整个宇宙。
第五篇 金香坛
圣经经节：
壹 我们必须看见金香坛的异象─出三十 1～10
读经：出三十 1～10，来七 25，罗八 34，26～27，启八 3～ 本篇信息有两大段，第一大段说到我们必须看见金香坛的异
4
象，第二大段说到我们必须经历金香坛。关于异象的一面，
出 30：1 你要用皂荚木作一座烧香的坛。
出 30：2 这坛要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二肘； 我们需要有以下的看见。首先，香坛表征基督作代求者，维
持神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香坛不仅仅是表征基督的祷告，
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一块。
出 30：3 要用纯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 而是祷告的基督，是基督在祷告，基督在代求（约十七）。
我们要领悟：我们正在成为这一个人位的扩大。团体的基督
四角包裹；又要在坛的四围镶上金牙边。
出 30：4 要作两个金环，安在金牙边以下，在坛相对 正在地上祷告，要释放升天的基督在诸天之上的祷告。我们
的神正在等待这样的祷告，他渴望得着这样的祷告。本篇信
的两边，可以穿杠，用以抬坛。
息的目标，是要叫我们有一颗单纯的心，愿意在个人一面，
出 30：5 要用皂荚木作两根杠，用金包裹。
出 30：6 要把坛放在见证柜前的幔子外，对着见证柜 并在团体一面有所学习；愿意接受我们该有的经历，使我们
能成为正确的人，在金香坛这里祷告。这是一个可以达到的
上的遮罪盖，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出 30：7 亚伦要在坛上烧馨香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 目标。我们仰望膏抹的灵，把这一个作到我们里面。如果你
要在这件事上有正确的奉献，你要说，“主，我把自己交给
的时候，要烧这香。
你，让你在我身上，也在我里面作工，使我成为身体上一个
出 30：8 黄昏他点灯的时候，也要烧这香，作为世世 能在金香坛祷告的肢体。”我们已往有太多不是祷告的祷告，
代代在耶和华面前常烧的香。
太多不是奉献的奉献；真正的奉献，是同意主在我们身上作
出 30：9 在这坛上不可献上别的香，不可献燔祭、素 工。
1.
2.

其次，香坛是推动帐幕里和外院子一切其他地方之活动的地
方；基督代求的生活推动我们来经历祭坛、洗濯盆、桌子、
灯台和约柜（来七 25）。在经历一面，金香坛的祷告使人
来到外院子的祭坛那里，相信并接受基督作赎罪祭。香坛的
祷告推动信徒，使他们对主和召会生活有渴慕。当香坛的祷
告得着答应时，信徒就被推动，愿意经历第二层幔子的裂开，
而进入至圣所。信徒一切的经历，都是由这一个祷告来推动；
甚至当我们正在交通这件事时，还需要基督为我们众人代求，
好推动我们往前。
第三，神在宇宙中之行政的执行中心，乃是启示录八章里的
香坛。三至五节启示基督作为另一位天使，把香加到圣徒的
祷告里。他从祭坛（十字架）那里取了火来烧香，这香就是
升天的基督，加到圣徒的祷告里，使神得满足，也使圣徒的
祷告有功效。主作为另一位天使，把祷告和香献给宝座上的
神时，宝座立刻有反应，因为香坛是在宝座前；于是七号开
始吹响（6）。若是没有使基督可以把他自己作为香加上去
的祷告，宝座就还要等待；宝座不会单方面的行动。祷告的
原则乃是：主愿意作一些事，但他不自己作；他让他忠信的
圣徒，就是那些向他敞开的人，知道他的意愿；他们接受了
主的意愿，发表为他们的祷告。因此，主的愿望成了圣徒的
愿望；主就要藉着成全圣徒的愿望，来成全他自己的愿望。
圣徒的愿望乃是发表主的愿望。乃是这样的祷告，使主能把
香加在其中。这香上升到神面前，神得着满足，就在地上施
行他的行政；这就使香坛成为神在宇宙中行政执行的中心。
作决定的是宝座，但宝座的决定却是由金香坛那里的祷告执
行。
第四，基督代求的生活，祷告的生活，乃是神行政的中心，
也是神在地上执行他管治的中心（罗八 34，启八 3~4）。神
行政的执行，是由香坛那里献给神的祷告来推动。在香坛那
里所献上的祷告，支配了宇宙。这是描绘香坛成了神行政的
宝座，让神在他的行政里施行审判。要紧的是我们都要看见，
神行政的执行是由香坛那里献给神的祷告所推动的。
第五，基督复活和升天之后，个人的基督成了团体的基督；
因此，今天在神面前，不仅个人的基督在代求，团体的基督，
就是元首同身体，也在代求（林前十二 12，徒十二 5、12）。
今天代求者不仅仅是基督自己，更是基督同着他的身体。元
首基督在天上代求，而身体召会在地上代求。作为基督的肢
体与身体基督的一部分，我们在基督代求的职事上与他配合，
在代求的祷告中实行他的代求。
如果我们对香坛有清楚的看见，我们祷告的生活就会有彻底
的改变，我们会为着神定旨的执行、神圣行政的实行、神供
应恩典的分赐来祷告。
贰 我们必须经历金香坛─出三十 1～10，罗八 26～27，
提前二 1
我们必须经历金香坛。这里所说的“经历”，乃是指成为在
金香坛与基督一同祷告代求的人。我们的祷告往往是个拦阻；
我们不祷告是问题，祷告也是问题。所以，不是祷告或不祷
告的问题；祷告的经历是非常深的。祷告需要我们付上一切
的代价，对付天然的所是，天然的生命。我们若付代价，就
会让复活升天的基督在他代求的职事里，浸透充满我们这人，
好让基督透过我们彰显出来，并透过我们的祷告，在地上执
行神的行政。

我们需要有分于基督代求的生活。我们有怎样的祷告，决定
于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的祷告代表我们自己并把我们这个
人显明出来，也就是显明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在
哪里。而且，我们祷告的方式，也能指明我们是在神里面还
是在神以外。每当你祷告的时候，就是代表你自己，并把你
这个人显明出来─显明你是谁、你是什么、你在哪里。你可
以选择不要祷告，如此就可以保护你自己，保留你的魂生命。
但你也可以对主说，“主啊，在你血的洁净之下，我愿意藉
着祷告来学习祷告”。
我们若要在香坛那里与基督一同代求，就必须看见三件紧要
的事。首先，我们祷告时，应当在帐幕里；也就是说，我们
应当在神里面。有些信徒献上祷告，但他们不在神里面。在
外院子的祷告可能是真正的祷告，却不在神里面。帐幕表征
成为肉体的神，金香坛乃是在帐幕的圣所里。我们要学习在
帐幕里面祷告，就是在成为肉体的神里面祷告。帐幕的图画
描绘基督是成为肉体的神（一 14）。因着香坛是在帐幕的
中心，而帐幕表征成为肉体的神，所以在金香坛这里，就是
在成为肉体的神里。每当我们祷告时，在经历上该是在神里
面；这样我们就不仅向神祷告，也在神里面祷告。其次，我
们要祷告时，应当先藉着吃圣别的食物得饱足；也就是说，
我们应当有神在我们里面作能力供应而祷告。我们需要从基
督这陈设饼得着喂养（出二五 30）。我们若要来到香坛这
里，就必须是在神里面，也有神在我们里面的人；也就是说，
我们该与神是一，与神调和。第三，我们祷告时，应当献上
香给神；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以基督为香来祷告。
我们在香坛前祷告时，在我们的祷告中既没有凡火，也没有
别的香。在祷告中有凡火，就是有了某种天然的动机，没有
受过十字架的对付。在祷告中有别的香，乃是祷告与基督无
关的事物。凡火与情感有关；你若只是在情感里祷告，即便
你在焚烧，但那是凡火，会把死带到祷告里。我们若要在帐
幕里香坛前祷告，就必须被焚烧成灰，消减成为无有。如果
基督对我们真是一切，我们就会成为无有；这对我们不该是
所谓属灵的谈话，乃该是真实、实际的经历。我们必须对此
有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唯有在复活并升天里的基督，才能
在神里面，在金香坛这里祷告。我们必须成为团体的基督，
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与基督一样；我们才能在神里
面，在金香坛这里祷告。金香坛与燔祭坛是藉着赎罪祭的救
赎之血（利四 7），以及外院子祭坛上焚烧的火（十六
12~13）连在一起的。按照利未记四章，赎罪祭的血要抹在
香坛的四角上（7 上、18 上），也要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
（25 上、30 上、34 上），其余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基部
（7 下、18 下、25 下、30 下、34 下）。外院子燔祭坛的火，
使祭物被焚烧成灰，消减成为无有；而香坛上的火，乃是取
自祭坛上焚烧的火（十六 12~13）。这指明我们要在香坛祷
告，首先必须有在燔祭坛的经历，经历血解决我们罪和过犯
的难处，并经历火焚烧我们，了结我们，且将我们消减成灰。
我们在香坛前祷告时，就很难被自己所霸占。在香坛所献上
的祷告不包含己，原因乃是我们要在这坛前祷告，首先就需
要成为灰。在香坛那里，我们为神的经纶、神的分赐、神的
行动、以及神的恢复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