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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下午 1-4 点 Montessori school open house (在会
所），望圣徒邀请人，并为之祷告.
2. 3/14 晚有一场甜美的英语福音聚会，感谢赞美主。
3. 夏季训练已开始报名 （陶季东弟兄)
4. 孔庆森（Luke Kung)老弟兄 3/8 夜间平安过世，请为
孔师母及家人祷告。下面是遗体告别和安息聚会的
信息：

第四篇 团体的荆棘

出埃及记第三章中火烧荆棘的异象对我们蒙召的圣徒非常重
要，第二篇信息主要从个人一面的经历强调我们必需看见自
己是烧着的荆棘。本篇信息站在第二篇信息的基础上，从团
体的经历一面来继续认识火烧荆棘的异象，也就是认识召会
是团体的荆棘，有复活的神在其中焚烧。
本篇信息一共四个大点。首先在第一个大点我们看到，我们
是荆棘，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团体，也就是召会的一面。在
神眼中，摩西是三一神所烧着的荆棘；就个人而言，我们都
The Crabiel Home for Funerals 170 N Main St. - at Riva
是今日的摩西；但我们也是作为团体荆棘之召会的一部分。
申命记三十三章是摩西死前为以色列人的祝福的一段话，在
Ave Milltown, New Jersey 08850 www,crabiel.com
第十六节为约瑟的祝福中，摩西提到愿约瑟得到住在荆棘中
(732) 828-1331 for view: on (1) Friday, 3/20/15 at
者的喜悦。在申命记三十三章十六节，摩西说神是住在荆棘
7pm-9pm And (2) Saturday, 3/21/15 at 10am-12pm.
中者；这话是摩西在一百二十岁时说的，那是他在看见烧着
The memorial meeting will be on Saturday(2-4pm),
荆棘的异象四十年之后。那时帐幕已经建造完成，摩西也看
3/21/15 at the Church in Franklin Meeting Hall,
到神的荣光充满在帐幕，神居住在帐幕中。所以甚至到了帐
幕建造完成，神来居住在其中以后，摩西仍从未忘记神在荆
located at 24 Evelyn Ave., Franklin Park, NJ 08823
棘中显现的那异象。所以荆棘和帐幕都是神的居所。
5. 3 月底（27~29）在加州 Anaheim 举行同工长老及服事弟
申命记
以下是神人摩西死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
兄训练。召会有 5 位弟兄报名参加。如有要参加的，请于 申命记 33:1
33:16 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在荆棘中者的
福建弟兄交通。
喜悦。愿这些福都临到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
的顶上。
其它报告
因着荆棘和帐幕都是神的居所，在第二大点里，我们需要重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四篇
点来看一下神居所的异象，特别是荆棘作为神的居所如何进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展，变化到帐幕作为神的居所。神终极的目标是要得着一个
3. 生命读经追求:
居所；这意思是说，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建造祂的住处。虽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然荆棘和帐幕都是神的居所，但是从神住在荆棘中到神住在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帐幕中这之间有一个过程。荆棘和帐幕不过都是一个象征，
http://rsgamen.org
神真正的居所不是物质的荆棘，也不是帐幕，乃是祂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开头，神住在荆棘中，但在这卷书的末了，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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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帐幕中。荆棘需要经过变化的过程，才能成为帐幕做神
的居所。帐幕本身就是变化的说明。从出埃及二十五章 10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至
11 节，我们看见在帐幕里，有包金的皂荚木。在出埃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二十八章 6 节，和三十九章 6 节，我们看见在帐幕里也有绣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着金线的麻布。皂荚木和麻都表征人性，金表征神性。在出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埃及三章，神的居所是荆棘，但在四十章，祂的居所是用神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性包裹并与神性交织在一起的人性所造的帐幕；这样被包裹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和刺绣过的人性是经过变化的人性。荆棘和帐幕都是象征；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神真正的居所不是物质的荆棘，也不是帐幕，乃是人，在旧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约就是祂的百姓以色列人，新约就是我们召会。以色列人被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神对付以后，成了包金的皂荚木和绣了金线的麻布；今天召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会是这豫表的应验。现令召会也许是蒙救赎的荆棘；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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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将到，我们要成为金、珍珠和宝石。在启示录二十一章
里，我们看到神居所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满了
金、珍珠宝石。为着神居所的奇妙异象，赞美主！这异象包
括从开始阶段（荆棘的阶段）到终极完成阶段（新耶路撒冷
的阶段）之神的居所。
1. 3/21

启示录 21:18 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
璃。
启示录 21:19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
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玛瑙，第四是绿宝石，
启示录 21:20 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
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黄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晶。
启示录 21:21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
珍珠造的，城内的街道是纯金，好像透明的玻璃。
第三大点的重点是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我们这些荆棘成为
神的住处的前提，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神的救赎，根本谈
不上我们这些荆棘做神的居所。在创世记三章那里，荆棘指
明堕落的人在神的咒诅之下。亚当犯罪，带来咒诅，咒诅使
神用隔绝的火把人和生命树分开了。在创世记四章里，有羔
羊的被杀和亚伯的献祭。这里羔羊为着堕落的人被杀并献给
神就表征救赎。借着救赎，咒诅被除去，所以到了出埃及三
章，被咒诅的荆棘成了神的器皿，而火焰与荆棘成为一。因
着神的救赎，创世记三章隔绝的火焰，已成了出埃及三章眷
临并内住的火焰。旧约这些都是预表，在新约加拉太三章十
三至十四节启示，救赎的基督除去了咒诅，而那灵，就是火，
已经赐给我们。根据路加十二章 49-50 节，和使徒行转二章
3-4 节，我们看见火就是那灵，那灵就是火。神自己，就是
那圣者（祂的圣别原使罪人与祂的同在隔绝），借着基督的
救赎，就能来眷临我们，与我们同住，甚至住在我们里面。
加拉太书 3:13 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
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
的，』
加拉太书 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
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路加福音 12: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着起来，那
是我所愿意的。
路加福音 12:50 我有当受的浸，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
迫！
使徒行传 2:3 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
们各人身上，
使徒行传 2: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着那灵所赐的发
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
本篇信息的第四大点，也是最后一大点讲到召会乃是团体的
荆棘，有复活的神在其中焚烧。因着是讲到召会，也就是与
我们今天有关，所以第四点提到一些如何在召会生活中应用
我们所看见的团体荆棘的异象。以色列人是团体的荆棘；作
为这样的荆棘，他们蒙了救赎，（出十三 14～16，）被圣
别，（出十三 2，）被变化，并且被建造；但这一切都是召
会作为团体荆棘的豫表。
所以在召会生活中，无论环境多糟糕，或者聚会多么不符合
我们心意，或者被别人得罪等，我们都要操练不要说召会贫
穷、下沉或发死；因为我们越这样说，就越将自己摆在神的
咒诅之下；然而，你若为着召会生活赞美主，称赞召会生活，
你就将自己摆在神的祝福之下。在民数记二十三章 21 节，

二十四章 5 节，9 节我们都看到，虽然以色列人常常犯罪远
离神，但是在神总是赞美，称赞，祝福祂的子民。我们也要
学习这样赞美召会，称赞召会，祝福召会，使我们也在神的
祝福之下。
1 『祂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祸患』—民二
三 21。
2 『雅各阿，你的帐棚何其佳美！以色列阿，你的帐幕何其
华丽！ 』—二四 5。
3 『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9 节下。
你若看世界历史，从尼布甲尼撒毁坏耶路撒冷城直到如今，
凡咒诅犹太人的国家、人民、种族或个人，都受了咒诅；然
而，凡祝福犹太人的，都蒙了祝福；（创十二 3； ）我们
向着召会的态度也是一样—我们若咒诅召会，就会受咒诅；
我们若祝福召会，就会蒙祝福。
创 12:3 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
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在新约哥林多书中，我们也看见，虽然在哥林多的召会有分
裂、犯罪、混乱、恩赐的滥用、以及异端的教训等等各种难
处，使徒保罗也写信去严厉地对付这些难处，但保罗仍称之
为神的召会，因为那使一同聚集的信徒，成为神之召会的神
圣、属灵素质，确实是在那里。
林前 1:2 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给在基督耶稣里
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
之名的人；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我们之所以能这样不被环境和周围消极的人事物影响，乃是
因为我们看见今天召会虽然是团体的荆棘，但是她作为神的
居所，完全是在复活里的事。以弗所书一章 19-23 节，二章
6 节，我们看见召会是复活的，是属天的。我们在主复活的
生命里，用主复活的大能为祂劳苦，绝不会徒然，但借着向
罪人传扬基督，对圣徒供应生命，并用对经过过程之三一神
的经历作金、银、宝石来建造召会，其结果必要完成神永远
的定旨。
林前 15:58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
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
是徒然的。
林前 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禾秸，
在这根基上建造，
我们个人是荆棘，而我们在一起乃是团体的荆棘，有复活的
神在其中焚烧；这就是今日召会生活的图画。愿我们对召会
生活这一幅图画有深刻的印象。
问题：
问题： 试用火烧荆棘的异象传讲 3 分钟的福音（
分钟的福音（从罪人到
神的居所）。
神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