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292 期] 

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5年 10 月 25 日-2015 年 10 月 31日 

近期大事 

1. 冬季训练将于 12/21-12/26在加州 Anaheim 举行, 

报名截止于 11/1，请有心愿的圣徒尽快找季东弟兄

报名！ 

2. 美东秋季特会将于 10/30 晚上－11/1 中午在

Franklin 召会举行，请弟兄姊妹今天把名单报上来。 

3. 初信成全训练将于 11/8 开始，请弟兄姊妹鼓励初信

的和有心追求的朋友们向胡万伦或刘荣亮弟兄报名。 

4. 10/19 程佳姊妹在吾君弟兄和赵敏姊妹家受浸归主，

感谢赞美主！ 

5. 石弟兄有好转，还在用呼吸机，不能说话，眼睛也

张不开，但意识清醒，可以用写字（盲写）有点交

流，还有病菌感染和肺炎，医生不希望人多探望，

防止感染，也让他能安静休息，不致激动影响治疗。

感谢主，需要继续为他和家人代祷。 

6. West Windsor 区于 10/24日在 Sourland Mountain 

Preserve 和 Duke Farms 公园有美好的野餐郊游相

调，感谢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二十四、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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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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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等

事宜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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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生活。 

聚会统计 

 

 

第二十四篇：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神的异象，以及神的心愿是

要在地上得着与人同住之居所的属天异象 

 

壹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祂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象天本身一样明净。……他们观看神”─出二四 10～11： 

摩西和以色列众首领在立约的血所带来的宁静气氛里，并在

透亮清明的天空下，进入与神的交通，在这交通中他们看见

神。乃是在这样的背景里，（与颁布律法的背景成对比）神

向摩西启示帐幕的样式。 
一 关于看见神，特别是看见神的面，有一个神学上无法解

答的问题。 

首先，在 33:2 主说，祂要差遣使者在百姓前面。毫无疑问，

这里的使者是指基督，而基督就是神自己。只要基督与百姓

同去，意即神与他们同去。那么，为什么神说祂的使者要去，

而祂自己不去呢？不仅如此，摩西进一步讨价还价之后，为

什么神说祂的同在要与他们同去？神说，祂的使者和祂的同

在要与百姓同去。使者是指基督，而同在实际上是指神的面。

因此，我们有一个问题：神的使者和神的同在要与百姓同去，

然而神仍说，祂自己不与他们同去。 

1 一面，出 33:18，摩西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

33:19-23 耶和华说，我要使我一切的美善，在你面前经

过，……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没有人看见我的面

还能存活。……你……不得见我的面。另一面，33:11，耶和

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 
2 就一面的意义说，我们能与神面对面说话；但就另一面的意

义说，我们不能看见神的面；这不是矛盾，而是程度的问题。 

神的使者与百姓同去，原则也是一样。神的使者与以色列人同

去，意思是说，神多少也与他们同去。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去，

意思是说，神进一步与他们同去。在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看见，

神的使者是一回事，而云柱是另一回事。神的使者和云柱都在

那里引路。然而以色列人可能有一样，而没有另一样。当然，

两者兼有更好。 

3 基督是裂开的磐石，是为我们裂开的永久磐石；惟有在钉

十字架的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神。 

按照出埃及 33:21-23，主对摩西说，“看哪，在我这里有个

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将你放

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直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

的手挪开，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基督是裂

开的磐石，是为我们裂开的永久磐石。唯有在钉十字架的基

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神。 
二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太五 8 

照马太五章里九福的次序，清心是在向人显示怜悯之后，这也

与我们的经历相符。要对神清心，你必须严格待己，并且怜悯

别人。我们对自己公义，对别人怜悯，我们就看见神。对神清

心惟有来自对自己严格，对别人怜悯。清心的赏赐就是看见神。 

1 神就是光；光是指神彰显的性质。“神就是光”一辞，就像约

壹四章八节和十六节“神就是爱”，以及约翰四章二十四节“神是

灵”一样，不是作为隐喻，乃是作为叙述，用以指明并描述神的

性质。在祂的性质上，神是灵，是爱，也是光。灵是指神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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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爱是指神素质的性质，光是指神彰显的性质。 

2 清心是看见神的条件。马太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看见神。”看见是与光发生关系的。看得见就必定有

光，没有光就必定看不见。并且在这里是说“他们必看见神”，神

就是光，所以见神就是见光，清心是看见光的条件，清心的人

是看得见光的。心清，就能看见神；心纯一，里头就明亮；心

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心清，就不致滑跌，而能更认识神。

既然心与光的关系是这么大，所以要见光就必须先对付心。 

三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伯四二 5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

和炉灰中懊悔。”这指明约伯在个人经历上（在他凭传统的虚空

知识对神的认识之外）得着神，并厌恶自己。 

1 按新约的意义说，看见神等于得着神。得着神就是在神的元

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构成。所有蒙神救赎、

重生、圣别、变化、模成且荣化的人，都要见神的面。看见神

使我们变化，因为我们看见神时，就把祂的元素接受到我们里

面，我们旧的元素也被排除了。这新陈代谢的过程就是变化。

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像，使我们得以在神

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祂的权柄里代表祂。 

2 得着神就是在神的元素、生命和性情上接受神，使我们被神

构成藉着神所赐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在基督（我们的神

和救主）里的信徒，在与祂生机的联结里，得有分于神的性情。

我们藉着信入和受浸已进入这联结。这神圣性情的美德要带我

们进入祂的荣耀，进入三一神完满的彰显。 

3 在新耶路撒冷里，所有蒙神救赎、重生、更新、圣别、变化、

模成且荣化的人，都要见神的面。见神和羔羊的面，并有祂的

名字在他们额上，也是神所救赎的人在永世所得享受三一神的

福分。 

4 主灵藉着神的生命和祂圣别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运行、工作，

用神在我们里面的素质，将我们模成主荣耀形像的变化。变化

是神工作内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为将神的生命和性情，扩展

到我们全人，特别到我们的魂里面，将基督和祂的丰富，带进

我们全人各部分，作我们新的元素，而把我们老旧、天然的元

素逐渐排除。结果，我们就变化成祂的形像，就是模成神长子

的形像，作祂的许多弟兄，适合祂身体的建造。 

5 看见神就是被变化成为神人基督荣耀的形像，使我们得以在

神的生命里彰显神，并在祂的权柄里代表祂。 

四 我们来看出埃及二十四章一至二节，以及九至十八节时，

就开始进入以下各章所论到的属天异象；我们必须来到这个开

端，才能看见神居所的属天异象。 

约翰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出埃及二十四章

说，七十位长老和其他与摩西同在的人看见了神；他们甚至看

见神的脚。摩西不是说神的脚下有平铺的蓝宝石；他乃是说神

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在歌罗西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到那

不能看见之神。不能看见之神怎能被人看见呢？这类的问题提

醒我们：圣经是神圣、属灵、奥秘的，天然的心思无法将其系

统化，也无法分析得透。我们必须把出埃及二十四章的记载，

应用到我们的属灵经历上。 

1 摩西和以色列众首领看见在神的脚下有个东西外表象是一大

块透明的石头；摩西只得将他在神脚下所看见的，比喻为透明

的蓝宝石，象天本身一样明净。 

2 当我们与主交通时，我们会有清明的天，看见祂脚下有蓝宝

石的精工─在透亮清明的天里神的异象。 

3 惟有在这样清明的气氛里，我们才能领受建造神居所的属天

异象。 

4 摩西实际上是惟一直接领受帐幕异象的人；摩西在山顶上在 

神的荣耀之下与神同住，领受祂居所的异象。 

5 属灵的事需要时间。摩西要看见异象，必须花四十昼四十夜

在山顶上，在神的荣耀之下。在圣经中，四十这数字表征试验或

试炼。摩西花了四十昼四十夜才看见神居所的启示；这指明从神

领受启示，需要一段长的期间，这对我们乃是试炼或试验。 

贰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圣所就是神的居所─帐幕，豫表召会。这个圣所不是单个的人，

而是团体的人，因为神说到『住在他们中间。』帐幕豫表个人

的基督─元首，也豫表团体的基督─身体。基督在肉身中的时候，

祂就是神的帐幕，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基督道成肉身以前，

神住在西乃山上所建造的帐幕里，并与帐幕一同行动，后来帐

幕和圣殿併为一个。在旧约里作神居所之物质的帐幕（和后来

的殿），实际上乃是表征团体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作神的家。 

一 出埃及记启示，神救恩的目标乃是建造神在地上的居所 

1 在神的山上，神的百姓借着摩西看见了神心愿的启示─要在

地上得着一个居所。 

2 作神居所之物质的帐幕，实际上乃是表征团体的百姓，就是

以色列人作神的家。 

二 圣经里帐幕一辞有三方面的用法 

第一，它是指建造在西乃山脚下的帐幕。第二，它指主耶稣是

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约翰一章十四节说，话，就是神，“成了肉

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了神在地上

的帐幕。因此，出埃及记的帐幕乃是预表基督作为神的帐幕。

第三，帐幕指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终极完成、扩大的帐幕，包

括旧约和新约神的赎民。 

三 “你吩咐以色列人，当为我拿举祭来；凡甘心乐意的，你

们就可以从他收下归我”─出二五 2 

出埃及记启示神救恩的目标，乃是把祂的百姓带进作为祂居所

的帐幕里。举就是向上举起。举祭预表被高举的基督，就是在

升天里被举起的基督；举祭常伴随着预表复活基督的摇祭。 

1   举祭预表被高举的基督，就是在升天里被举起的基督。 

2   神的百姓将建造帐幕的材料作为举祭献给神，这表征召会不

是用任何天然材料建造的，乃是用神子民在复活里，并在诸天

界里所得着、据有、享受并经历的基督建造的。 

3 建造帐幕的一切材料，表征基督身位和工作的美德。金、银、

宝石，表征在三一神的美德和属性上，对基督的各种经历。金

表征父的神圣性情及其一切属性；银表征救赎的基督，及其身

位与工作的一切美德和属性；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及其

一切属性 

四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

式”─出二五 9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帐幕是照神所指示的样式造的。摩西还没

有造帐幕之先，他必须在山上四十昼夜，让神指示他天上帐幕

的样式和作法。从圣所至祭坛，以及帐幕上面每一重的盖，应

当用什么材料，用什么颜色，都有一定的样式。没有一件是可

以随便的，都是有一定的计划，一定的标准的。帐幕中的祭坛、

洗濯盆、桌子、灯台、香坛、约柜，以及其他的一切，当用什

么金属，当用什么木头，尺寸是多少，颜色是如何，都是按着

神所定规的样式作的，没有一样是按着摩西自己的意思作的。 

1 神建造召会时，乃是照着所预定并启示的计划去作。在我们

属灵的工作里，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知道山上所指示的样式，

就是神的计划；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计划，就没有作神工作的

可能。 

2 帐幕和其中一切物件的样式，完满地预表个人的基督，也预

表团体的基督作身体，就是召会，包括为着召会生活而经历基

督的许多细节，以及召会生活连同其一切细节完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