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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结晶读经信息要点
第三十五
三十五篇

雅各用祝福说预言（二）
读经：创四九
第三十五
第三十五篇信息题目解读：第三十四篇和三十五篇信息讲到雅各
用祝福说预言…（创四九 1 ～ 28）。…虽然这预言的话是人说的，
然而却是神的话。因为雅各成熟了，与神是一，因此无论他说什么，
都是神的话。那些对他众子的祝福乃是有关以色列十二支派之定命
的预言。创世记四十九章一至二十八节是整本圣经的摘要，也是神
百姓历史的概要，见于雅各十二个儿子、以色列国和召会。这也是
每位信徒个人历史的描绘。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关于但背道的预言，指明雅各担心会有分裂敬拜中心的设立。但
的背道乃是设立分裂的敬拜中心(士十八 30 ~ 31, 十七 9 ~ 10,王上
十二 26 ~ 31,王下十 29)。
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以后,帐幕,就是神的家,是在示罗(士十八 31)。
只要帐幕在示罗,示罗就是唯一敬拜神的中心。示罗既是唯一的中
心,就该维持神子民的合一。然而,但在北方设立了另一个中心,在以
色列人中间引起了第一次的分裂。
但乃是犹大的延续,因为犹大是狮子,但是小狮子。但既是犹大的
延续,就借着基督得胜的生命,成功地得着更多的基督(申三三 22,书
十九 47,士十八 27 ~ 29)。因为但既成功又得胜,就变得骄傲、单独
并独立。他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这是他背道的源头。按照旧
约 , 主从不忘记但的背道。 在神眼中 , 这是在祂经纶中最败坏的
罪。...没有一件事比神子民中间的分裂更有害。分裂的敬拜中心常
与偶像有关。因为魔鬼是潜伏在偶像背后,所以 但设立偶像,就成为
一条蛇。什么时候你变成分裂了,不管你的理由多美好,在你背后必
定有个东西— 那狡猾者蛇。...每当你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的利
益，只为自己作事，蛇就在近处。防止落到背道中,最好的路是顾
到别人。...如果但和别的支派商讨，他就不至于背道了。
创 49：
49：1616-18 “但必判断他的民,作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作道上
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向后坠落。耶和华啊,我向来
等候你的救恩。”
“论但说,但为小狮子,从巴珊跳 出来。”
但人带着米迦所制作的神像和他的祭司，来到拉亿，到
了平静安然的民那里，就用刀击杀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
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
城在靠近伯利合的山谷中。但人就重修那城，住在其中。
他们照着他们的始祖，以色列所生之子但的名字，给那
城起名叫但；其实那城原先名叫拉亿。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像；摩西的孙子，革舜的儿子约
拿单，和他的子孙作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
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制作的
雕像也有多少日子。

申 33:22
士 18:27
士 18:28
士 18:29
士 18:30
士 18:31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在迦得身上,我们看到恢复。在但背道以后,迦 得来恢复失去的胜
利(创四九 19)。犹大狮子的胜 利,由于但的背道失去了,迦得却将其
得回,甚至 将其扩张。迦得不是小狮子,而是生产小狮子的母 狮。他
是得胜的犹大和但的延续。
迦得最好的一面,不仅仅是他打碎仇敌的头（申 33：20）,乃 是他
不愿独自享受他的胜利（申 33：21）。他虽然在约但河东得了土
地,“头一段地”， 迦得为自己选择头一段地,但他不愿留在那里享受
那地,反而与百姓的首领,别支派的领袖,为其余的地争战。新约 对旧
约这幅图画的解释是:我们必须一直顾到弟兄 们,顾到身体的众肢体。
创 49:19 迦得必被追击者追击，他却要追击他们的脚跟。
申 33:20 论迦得说，使迦得扩张的当受颂赞。迦得住如母狮；他
撕裂膀臂，连头顶也撕裂了。
申 33:21 他为自己选择了头一段地，因在那里有设立律法者的分
存留。他与百姓的首领同来；他施行耶和华的公义，并耶和华与
以色列所立的典章。

职事信息解读：
职事信息解读：什么时候你只关心自己属灵的益处,你就是但。当
你忘掉自己属灵的益处,关心所有的弟兄们,就是关心身体,你就是迦
得。
问题二：
问题二：迦得为何得扩张？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在迦得的恢复以后,有亚设的丰足。亚设的记载开始于优越的祝
福和超绝的恩典。（申命 33：24）在亚设身上我们也看到丰富生
命的供应。（创 49：20）丰美 的食物和君王的美味,是为着亚设的
生活和长大,铁和铜是为着争战和建造的矿物。亚设确实领受了最
丰富的物质供应。亚设也有为着他日常行动那灵全备的供应(加五
25)。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四节说,“愿他的脚蘸在油 中。”这当然是
寓意的话。脚蘸在油中,属灵的意义乃是充满那灵。在预表上,油是
指神的灵。亚设不是只有一点点油,乃是足以把脚蘸在油中。这意
思是亚设有那灵丰富、全备的供应(腓一 19)。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
五节说到亚设:“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或,安息〕也必如何。”当
我们有了优越的祝福和超绝的恩典,丰富生命的供应,以及那灵全备
的供应,我们就有完全的安息,带着平安、力量、稳妥和 丰足。
创 49:20 亚设的食物丰美，他必出君王的美味。
申 33:24 论亚设说，愿亚设蒙福胜过众子，得他弟兄们的喜悦，
愿他的脚蘸在油中。
申 33:25 你的门闩是铁的，是铜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
必如何。

职事信息解读：关于亚设丰足的预言，预表享受基督作生命丰富的
供备，为着争战和建造。。
问题三：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是什么意思？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职事信息解读：不关心身体其他的部分,乃是背道的源头。这种背
道在敬拜神的伪装下偷偷地进来，今天的原则也是这样。许多基督 母鹿表征复活的基督， 鹿以蹿越、跳跃闻名；在复活里的基督乃
徒设立别的中心，不是为着赌博或跳舞，乃是为着敬拜神虽然这事 是蹿越的一 位， 嘉美的言语，丰富和愉快的言语，喜乐和生命的
似乎很正面，事实上却是凭自己，为自己而作的每一个分裂的中心, 言语，都出自对复活基督的经历。我们越经历 基督是复活的那一
都是为某个人的私利设立的这样的作法不仅引起分裂，也引起争竞。 位,我们越有可说的。我们绝不会缄 默。每一个经历基督是复活者
问题一：我们从但学到的功课是什么？
的人,都会涌出嘉美的言语。
拿弗他利要得着西方,就是海,也就是外邦世界;以 及南方,就是陆

地,也就是以色列国为业。这意思就是拿 弗他利要得着全地。这是
我们所经历的复活基督,祂要得 着全地。
创 49:21 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嘉美的言语。
申 33:23 论拿弗他利说，拿弗他利啊，你饱受恩惠，满得耶和华
的福，可以得海和南方为业。
职事信息解读：关于拿弗他利总结的预言，预表当我们经历在复活
里的基督，我们就成为那些借着将基督当作国度福音传到整个居人
之地，而据有全地的人。
问题四：操练用嘉美的语言赞美主，看看你有何经历？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我们将创世记四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所 提的祝福,和申命记三
十三章十三至十六节的祝 福合起来,就看见约瑟所得的祝福有十方
面。第 一是得天上的宝物之福(13)。当然,有些天上 的宝物应该包
括雨和雪。第二是得甘露之福。第 三是得地下所藏的泉源之福,这
是指地下的泉源 和水。第四是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之福(14)。 接
着,第五是得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之福。我们需 要预表基督的太阳,和
预表召会的月亮。有的 果子是由基督产生的,有的宝物是由召会养
成 的。...第六是得上古之山的至宝之福。第七是得 永世之岭的宝
物之福(15)。...从上古到永远, 包括一切的时间:从天到地,以及地的
深处,包 括一切的空间。这指明宇宙中一切的美物都成了 约瑟的福。
第八项福包括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 (16)。这必定包括金、银等矿
物。第九项福见 于创世记四十九章二十五节:“生产乳养的福。” 这
些是指生命的生产。这是唯一的生命之福。 第十项福是“住在荆棘
中者的喜悦”(申三三 16)。以后...,住在荆棘中的那一位(出三 4) 要住
在殿里,住在召会里,然后要住在新耶路撒 冷里。一切的荆棘要变化
成为宝石。先前神是住 在荆棘中间,但至终祂要住在新耶路撒冷的
宝石 中间。
创 49:22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源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
的枝条探出墙外。
创 49:23 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
创 49:24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臂健壮敏捷；这是因雅各之
大能者的手，那里有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石头。
创 49:25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足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
下深渊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
创 49:26 你父亲所祝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直达到永世山
岭的至极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
那与他弟兄迥别之人的头顶。
职事信息解读：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预表基督是枝子(赛 十一 1),
借着祂的信徒作祂的枝子(约十五 1、5), 将神伸展出去。创世记四
十九章二十二节的泉源表征 神这多结果子的源头(诗三六 9,耶二
13);枝条探出墙外,表征基督的信徒作祂的枝子,将基督扩展出 去,越
过各种限制,在一切环境中显大基督(腓一 20,四 22,门 10)(圣经恢复
本,创四九 22 注 1)。
问题五：如何得到约瑟这等的祝福？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申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的〕“在耶和华旁边” 指明便雅悯要作耶
和华的邻舍,他要住在耶和华隔 壁。因着他要住在耶和华隔壁,他必
安然居住。... 这一节也说,耶和华要终日遮蔽、荫蔽便雅悯,甚至住
在他两肩之中。...耶路撒冷不在犹大境内,乃 在便雅悯境内(士一
21)。你若查看地图, 会看 见便雅悯的境界有两肩朝向南方, 在便雅
悯这两肩 之中有耶路撒冷,圣殿(就是耶和华的居所)就在 那里。

... 因此，雅各十二个儿子的祝福结束于神的居 所, 终极完成于新耶
路撒冷,作神和祂救赎之人相 互的居所,直到永远(启二一~二二)。
创 49:27 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吃他所掠夺的，晚上分他所
掳获的。
申 33:12 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在耶和华旁边安然居
住；耶和华必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肩之中。
启 21: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与人同
在，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启 21:22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职事信息解读：关于三一神的居所是同着便雅悯的预言，要终极完
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神与祂所救赎之人相互的居所，直到永远；这
是给神子民最大的祝福。
问题六：概述雅各给 12 个儿子的祝福？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1. 晨兴追求：创世纪结晶读经三十五周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创世纪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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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事项
1.今年的感恩节爱宴与相调聚会
感恩节爱宴与相调聚会：
日期：11 月 26 日（周三）
时间：6:00PM
地点：会所（92 Youngs Rd, Hamilton NJ 08619）
请各家带双倍的饭菜，我们也会在会所预备一只烤全羊。
请各排（WW1, WW2, WW3, WW4, WW5, LH1, LH2, LH3,
LH4, NT1, Princeton, Rider, English, YP, Children）
各自预备一分钟小排聚会情形的报告，然后挑选一首诗歌
展览，最后我们会有为每个小排合照。
服事弟兄们预备 Church in Hamilton 2014 年以来的感
恩总结 PPT。
2. 请邀请朋友参加新一期的初信成全训练。11 月 9 日正式开始训
练，请鼓励小排的初信弟兄姊妹参加。
3. 2015 年北美学者学人访问台湾将于 2 月 21-22 日在台湾举行。欢
迎弟兄姊妹报名参加。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郭涛弟兄、杨慧姊妹这个家代祷。
2. 请圣徒为余洁麟弟兄、陈泽全弟兄的身体全面康复祷告。
3. 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
4.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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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
生及建造 playground，如期开办等事宜。
7.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此牧养与实行，
继续代祷。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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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