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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后 2:15 因为无论在那些正在得救的人中，或是在那些正在灭
亡的人中，我们都是献给神的基督馨香之气：
第三十二
三十二篇
林后
2:16
在这等人，就是出于死的香气叫人死；在那等人，就
约瑟的一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
约瑟的一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
是出于生命的香气叫人活；对这些事，谁够资格？
读经：创四一 39～44、51～52，四五 5～8，四七 14～23，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信息的背景是：约瑟在自己的梦并没有应验
五十 15～21
的情况下，仍然放胆为狱中同伴及
第三十二篇信息题目解读：第三十篇信息从雅各的故事来看生命成 为法老解梦，并借着这样的说话，成为掌权者。借着慕安德烈的一
熟的过程，第三十一篇信息详细讲到约瑟的一生。本篇信息接着三 句名言，并结合作者的经历，这一
十一篇信息，重点讲到约瑟一生中掌权的一段，并且把掌权的这一 段话给我们了一个如何为主说话的重要原则。
问题二: 关于如何为主说话，你学到了什么功课？
段与三十篇雅各成熟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讲。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按照属灵的经历，雅各和约瑟乃是一个人；约瑟代表成熟的以色列 约瑟登宝座时，法老给了他三样东西：戒指、衣服和金链，这些都
掌权的一面，就是基督构成在雅各成熟的性情里；作为由基督这完 描绘基督升上诸天时所领受的恩赐，祂已将这些恩赐传给召会。打
全者所构成的成熟圣徒，雅各借着约瑟掌权。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 印的戒指，表征圣灵在基督的信徒里面和身上作印记。衣服表征基
面，乃是构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而不是我们天然的人作主掌 督作我们客观的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并且作我们活出来的
权。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就是一直享受主同在的生活；哪里有祂 主观的义，使我们够资格有分于羔羊的婚娶。金链表征赐给顺从之
的同在，哪里就有权柄，就有管治的能力。约瑟不是靠自己掌权， 人圣灵的美丽，彰显于服从上；戴链子的颈项表征已被征服并降服
乃是在主的同在中，约瑟靠主亨通。当约瑟受到苦待时，他享受了 的意志，以服从神的命令。照着属灵经历的顺序，首先我们接受盖
那在主的主宰之下临到他的亨通。在主的同在中，约瑟无论在哪里， 印的灵，使我们得着救恩；然后我们接受义袍，开始活基督；为着
都蒙恩得主祝福；当约瑟得享亨通时，他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蒙 活基督，我们的颈项必须戴上链子，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圣灵征服并
制伏。
了祝福。
1:13 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
加 4: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 弗
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你们里面。
15:22 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
创 39:2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 路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事亨通。
3:9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
创 39:3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 腓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都顺利，
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
创 39:4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启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19:8 又赐她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
创 39:21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慈，使他在狱长眼前蒙恩。 启
义。
职事信息解读：以上内容主要是解释为什么把约瑟掌权的一面和雅 徒 5:32 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是
各成熟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解释本篇信息与前两篇信息的关 这些事的见证人。
联。
加 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
问题一：
问题一
：请说明你对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的理解。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这一段信息详细从新约的眼光来解释约瑟登宝座所
虽然约瑟自己的梦尚未得着应验，他却有信心和胆量讲解他两个狱 职事信息解读
领受的三样东西（戒指、衣服和金链）的属灵意义。
中同伴的梦；至终，约瑟间接借着凭信说话，讲解司酒长的梦，而 问题三: 请从约瑟登宝座所领受的三样东西挑一样说明它的意义，
从狱中得了释放，也直接借着放胆讲解法老的梦，被引到宝座；释 这与你的属灵经历有什么关系？
放和权柄临到他，都是借着他的说话。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
曾说过这样的话：好的话语执事所供应的，总该超过他所经历的；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这意思是我们该照着异象说话，过于照着异象的应验说话。即使我 约瑟一生的记载乃是那灵管治的启示，因为那灵的管治乃是成熟圣
们的异象尚未得着应验，我们仍该向别人述说：时候将到，那时我 徒掌权的一面；那灵的管治（在生命中作王的生活，就是在神国的
们的异象必要应验；最终约瑟的梦借着他讲解司酒长的梦得了应验。 实际里，受神圣生命约束并限制），比那灵任何其他方面都高。虽
我们若活出基督，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不是带来生命，就是带来 然约瑟对他的弟兄们满了属人的感觉和情绪，他却保守自己和所有
死亡；对司酒长而言，约瑟带来官复原职；对司膳长而言，约瑟带 的感觉，都在那灵的管治之下；他清明、智慧、且有辨识地对待他
来死刑。我们不该照着我们的感觉说话，乃该照着属天的异象说话； 的弟兄们，按着他们的需要管教他们，好成全并建造他们，使他们
我们是有异象的人，是看见神永远经纶的人，所以我们应当照着神 能成为团体的子民，生活在一起，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约瑟否认
经纶绝对的真理说话。约瑟所看见的异象不仅控制他的生活,也维 己，把自己完全摆在神主宰的带领下，行事为人全然为着神和祂子民
持他的信心。因为约瑟重要且贵重，所以他受试验的时间不能缩短。 的权益。约瑟在神限制下的生活，是基督为人生活的描绘，彰显神圣
林后 2:14 感谢神，祂常在基督里，在凯旋的行列中帅领我们， 生命的成熟与完全，并且带进神的国。在约瑟对待他哥哥们的事例
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中，我们看见他过一种镇静的生活、清明的生活、有辨识的生活，
创世纪结晶读经信息要点

带着对他哥哥们的爱，是一种否认己的生活，作为国度生活的实行。 我们把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交给祂，而付出最高的代价，我们就得
约瑟的感情、感觉、考量和喜好，完全在那灵的管治和控制之下。 享对基督之享受上好的分。
罗 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 创 47:14 约瑟收聚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买粮的
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 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了。
创 47:15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
罗 5:21 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叫人借着 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要死在你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
面前呢？
罗 14:17 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 创 47:16 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带来，我就
喜乐。
给你们粮食，来换你们的牲畜。
太 8:9 因为我也是一个在权柄之下的人，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 创 47:17 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
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作这事， 马、羊群、牛群和驴；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
他就作。
他们。
太 8:10 耶稣听见，就希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创 47:18 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
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人有过。
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
太 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 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
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创 47:19 我们为什么要在你面前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信息讲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词：那灵的管制。 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并且求你给我们种子，
从属灵的经历上来说，这是对那
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荒凉。
灵最高的经历。那灵的管制和本篇信息的主题成熟生命的掌权是非 创 47:20 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
常有关的。倪柝声弟兄成熟时期最
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强调的一个点就是：那灵的管制。
启 3:18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
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问题四：
问题四：那灵的管制与本篇信息题目的关系是什么？
问题六：
问题六：你如何应用百姓为了要从约瑟得粮食必须付上代价的故事？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在约瑟的故事里所表显的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神的生命；他的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感情受到复活生命的控制，以应付他哥哥们的需要。约瑟是新约所 1. 晨兴追求：创世纪结晶读经
启示之事活的说明；他是个否认己的人，他没有自己的兴趣、自己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创世纪 37-41
的享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野心、或自己的目标；每件事都是为 3. http://mswe1.org/reading/lifestudy/LSSchedule2
着神，为着神的子民；约瑟的否认己，并他在神主宰的手下受约束， 4.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乃是国度生活实行之钥。最有能力的人有力量不作他所能作的事— 5.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这是真正地否认己，真实地背十字架。约瑟晓得是神差他到埃及
（虽然他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这是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至 报告事项
二十九节之话的实际。约瑟不需要赦免他的弟兄们，因为他并没有 1. 郭涛弟兄的父亲郭宣德不幸因车祸于上周五去世。家属定于本周
怪罪他们；他接受他弟兄们对他所作的一切，好象从神接受的一样； 日下午 2 时举行追思聚会。请弟兄姊妹们抽空参加,在爱里扶持郭
涛弟兄,杨慧姊妹及他们一家人。若是您可以参与服事，请联系程
他也安慰那些得罪他的人；他有何等的恩典！他的灵何等超绝！
约 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 启津弟兄(cccux123@gmail.com)。日期：2014 年 10 月 19 日
（本周日）时间：主日下午 2:00 地址：Hamilton Brenna-Cellini
了，也必复活；
太 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起 Funeral 家庭住址：: 2365 Whitehorse Mercerville Road,
Hamilton, NJ 08619 电话: 609-584-8080
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2. 10 月 25 日 外出郊游野餐，地点 101 Swamp RD, Newtown,
创 50:19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
创 50:20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 PA 18940， TYLER NATIONAL PARK，11am-3pm
多人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
请邀请朋友参加。
创 50:21 所以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 3. 新一期的初信成全训练将在 10 月 26 日开始，请鼓励小排的初
子。于是约瑟用亲切的话安慰他们。
信弟兄姊妹参加。
罗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 4. 东北区秋季特会将于 10 月 31-11 月 2 日在 Franklin 举行，请
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弟兄姊妹积极参加。
罗 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 5. 冬季训练已开始报名，截止期为 11 月 1 日。请向张丽台姊妹或
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张志丹姊妹报名。
问题五：
问题五：你最被约瑟的哪一点感动？请说说你的经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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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约瑟因着受苦并否认己，得了生命供应的丰富；百姓为了要从约瑟 代祷事项
得粮，必须付上四种代价：他们的银子，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田地， 1. 请圣徒为余洁麟弟兄、陈泽全弟兄的身体全面康复祷告。
以及他们自己。银子代表便利，牲畜表征生活的凭借，田地代表资 2. 青少年的聚会和牧羊。
源；我们若要从主这分赐者接受生命的供应，就必须把我们的便利、 3.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我们谋生的凭借、以及我们的资源给祂；我们给祂越多，就从祂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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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越多生命的供应。最后，为了要从主领受最好的分，包括使人饱 主，服事召会。
足的食物和为别人生产一些东西的种子（创四七 23），我们必须 5.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
把我们自己，我们全人的每一部分，都交给祂（利一 4）。当
生及建造 playground，如期开办等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