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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壇：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29 2016.3.21-3.27 

Ⅰ．我們必須看見金香壇的異象（出30:1-10）： 

出30:1 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座燒香的壇。2 這壇要四方的，長一肘，寬一肘，高二肘；壇的四角要與壇接

連一塊。3 要用純金，把壇的上面與壇的四圍，並壇的四角包裹；又要在壇的四圍鑲上金牙邊。 

6 要把壇放在見證櫃前的幔子外，對著見證櫃上的遮罪蓋，就是我要與你相會的地方。 

7 亞倫要在壇上燒馨香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燈的時候，要燒這香。 

Ａ．香壇表徵基督作代求者，維持神和祂子民之間的關係： 

希伯來書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求。 

羅馬書8:34 誰能定我們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已經復活了，現今在神的右邊，還為我們

代求。 

１．香壇是基督身位的豫表。 

２．香壇表徵基督在禱告，基督在代求（約第17章）。 

Ｂ．香壇是推動帳幕裏和外院子一切其他地方之活動的地方；基督代求的生活推動我們來經歷祭壇、

洗濯盆、桌子、燈臺和約櫃。 

   如果我們沒有中心、沒有香壇，帳幕和外院子的各面，就沒有一樣會在我們的經歷中產生功效。

哦，我們必須有禱告的生活！我們必須有香壇。禱告的生活推動我們經歷祭壇、洗濯盆、桌子、燈臺

和約櫃。甚至你稍微禱告一下，在你的經歷中就會發覺陳設餅桌子是寶貴的，燈臺是得勝的，並且

約櫃是吸引人的。 

   我們對於帳幕裏的器物也許有不少的認識，我們也許曉得聖所和至聖所裏的東西；然而對於帳幕

的這些方面，我們也許毫無經歷。反之，我們好像一部沒有馬達的機器。你曉得我們這個人—體、魂、

靈—的『馬達』是甚麼？馬達乃是禱告的生活。基督不僅是餅、是光、是約櫃，祂也是香壇。這意思是，

祂是發動機，甚至是馬達。所以我們需要享受祂作我們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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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神在宇宙中之行政的執行中心，乃是啓示錄八章裏的香壇： 

啓8:3 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祂，好同眾聖徒的禱告獻在寶座前

的金壇上。 

4 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從那天使手中上升於神面前。 

   我們研究香壇時，乃是研究宇宙中最大的事；再沒有甚麼比這事更中心了。…至聖所裏的約櫃乃
是中央政府，是我們屬天的華盛頓特區；香壇可視爲我們天上的白宮。這意思是，每件事都是由這神
聖的中心所執行…出來的。 

１．啓示錄是一卷神行政的書、神聖執行的書： 

ａ．這卷書啓示神的寶座，以及神在全宇宙中的行政。 

啓4:1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哪，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所聽見那如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

到這裡來，我要將這些事以後必發生的事指示你。 

2 我立刻就在靈裡；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ｂ．在啓示錄這卷神執行的書裏，我們看見神聖的行政、神聖的執行，總是由香壇來施行。 

２．在啓示錄八章三節裏，香壇直接在神權柄的寶座之前： 

ａ．基督作爲另一位天使而來，把祂的香加到眾聖徒的禱告裏（3節）。 

ｂ．然後這香上升到行政寶座上的神那裏，神就應允眾聖徒的禱告（4 節）： 

（1）眾聖徒的禱告同基督的香一升到神面前，神就執行祂行政的政策。 

（2）結果，火便降到地上，以執行神聖的審判。 

啓8:5 那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丟在地上，於是有雷轟、聲音、閃電、地震。 

Ｄ．基督代求的生活，禱告的生活，乃是神行政的中心，也是神在地上執行祂管治的中心： 

１．神行政的執行，是由香壇那裏獻給神的禱告來推動。 

２．在香壇那裏所獻上的禱告，支配了宇宙。 

３．這是描繪香壇成了神行政的寶座，讓神在祂的行政裏施行審判。 

４．要緊的是我們都要看見，神行政的執行是由香壇那裏獻給神的禱告所推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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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基督復活和升天之後，個人的基督成了團體的基督；因此，今天在神面前，不僅個人的基督在代求，

團體的基督，就是元首同身體，也在代求： 

林前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

這樣。 

使徒12:5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召會就為他切切的禱告神。 

１．今天代求者不僅僅是基督自己，更是基督同着祂的身體。 

２．元首基督在天上代求，而身體召會在地上代求。 

３．作爲基督的肢體與身體基督的一部分，我們在基督代求的職事上與祂配合，在代求的禱告中實

行祂的代求。 

羅馬書8:27 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思，因為祂是照著神為聖徒代求。 

提摩太前2:1 所以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 

Ｆ．如果我們對香壇有清楚的看見，我們禱告的生活就會有徹底的改變，我們會爲着神定旨的執行、神

聖行政的實行、神供應恩典的分賜來禱告。 

Ⅱ．我們必須經歷金香壇（出30:1-10．羅8:26-27．提前2:1）： 

Ａ．我們需要有分於基督代求的生活。 

弗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19 也替我祈求，使我在開口的時候，有發表賜給我，好放膽講明福音的奧祕， 

帖後3:1 末了的話，弟兄們，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話快快傳開，且得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

一樣； 

Ｂ．我們有怎樣的禱告，決定於我們是怎樣的人： 

提前2:8 所以，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虔聖的手，隨處禱告。 

１．我們的禱告代表我們自己並把我們這個人顯明出來，也就是顯明我們是誰、我們是甚麼、以及我

們在那裏。 

２．我們是在神裏面還是在神以外，由我們禱告的方式就指明出來。 



Ｃ．我們若要在香壇那裏與基督一同代求，就必須看見三件緊要的事： 

１．我們禱告時，應當在帳幕裏；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在神裏面： 

約翰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

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14: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是為你們豫備地方。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15: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1話也住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ａ．帳幕的圖畫描繪基督是成爲肉體的神。 

ｂ．因着香壇是在帳幕的中心，而帳幕表徵成爲肉體的神，所以在金香壇這裏，就是在成爲肉體的神裏。 

ｃ．每當我們禱告時，在經歷上該是在神裏面；這樣我們就不僅向神禱告，也在神裏面禱告。 

２．我們要禱告時，應當先藉着喫聖別的食物得飽足；也就是說，我們應當有神在我們裏面作能力供應而

禱告： 

約翰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他裡面。 

ａ．我們需要從基督這陳設餅得着餧養。 

出25:30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擺陳設餅。。 

ｂ．我們若要來到香壇這裏，就必須是在神裏面，也有神在我們裏面的人；也就是說，我們該與神是一，

與神調和。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３．我們禱告時，應當獻上香給神；也就是說，我們應當以基督爲香來禱告。 

出30:3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蘇合香、香螺、白松香；這些馨香的香料和純乳香，各

樣的分量要相等。 

35 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調製香品者之法作成香品，作成純淨聖別的香。 

37 你們為自己調製的香，不可按這些成分調製；要以這香為聖，歸耶和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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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我們在香壇前禱告時，在我們的禱告中旣沒有凡火，也沒有別的香： 

利未10:1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拿自己的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華面前獻上凡火，是耶和

華沒有吩咐他們的。 

出30:8 黃昏他點燈的時候，也要燒這香，作為世世代代在耶和華面前常燒的香。 

9 在這壇上不可獻上別的香，不可獻燔祭、素祭，也不可澆上奠祭。 

１．在禱告中有凡火，就是有了某種天然的動機，沒有受過十字架的對付。 

２．在禱告中有別的香，乃是禱告與基督無關的事物。 

   有些人聽見，獻上別的香乃是禱告基督自己以外的事物時，也許會問：『你的意思是，我們不該爲

着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禱告麼？難道我們無須爲着實際屬人的事務禱告麼？』我不敢擅自告訴你該

爲着甚麼禱告。然而我能說，你需要問問自己，你所禱告的事情有多少是與基督有關？你若這樣思

考你的禱告生活，就會發現你到底在那裏。 

   然而我要說清楚，我的意思不是說，我們不該爲個人的事務或所需要的物質事物禱告。這裏我的

點乃是說，我們要問問自己，我們的禱告有多少是與基督有關。這個問題乃是試驗，要顯明我們所禱

告的是真實的香，還是別的香。 

   甚麼是凡火？按照豫表，凡火乃是任何有別於在燔祭壇上焚燒的火。在外院子裏祭壇上焚燒的火，

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這火從天上降下以後，就在祭壇上不斷的焚燒。香需要由來自第一座壇上的火

焚燒。你若用其他的火燒香，那就是凡火。 

   有了凡火，就是我們裏面有了某種天然的動機，沒有受過十字架的對付。凡沒有受過十字架對付，

卻推動我們禱告的任何東西，都是凡火。我們若看見這點就會領悟，許許多多的基督徒都是被天然

的動機推動而禱告。他們的動機從未被十字架摸過，結果就是，他們憑凡火禱告。 



6 

Ｅ．我們若要在帳幕裏香壇前禱告，就必須被焚燒成灰，消減成爲無有： 

利未6:13 火要在壇上一直不斷的燒著，不可熄滅。 

詩20:3 願祂記念你的一切素祭，悅納你的燔祭。〔細拉〕 

加拉太書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

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林前1: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出身卑下的，以及被人藐視的，就是那些無有的，為要廢掉那些有的， 

１．在帳幕裏乃是在神裏面，而在神裏面的要求乃是我們成爲無有。 

約翰15: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

們若不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２．我們若燒成灰燼，就不再是天然的： 

林前2:14 然而屬魂的人不領受神的靈的事，因他以這些事為愚拙，並且他不能明白，因為這些事是憑

靈看透的。15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ａ．我們的行爲、眼光、和美德就等於我們天然的人，這天然的人與作神見證的基督相對。 

ｂ．我們若要在香壇前禱告，就必須不再有天然的行爲、天然的眼光和天然的美。 

   譬如，一位弟兄也許自以爲非常和藹親切。特別是結了婚的弟兄，會以爲自己要比妻子和藹得多。但

在帳幕裏香壇禱告的人，對自己就不會有這種想法。在帳幕裏金香壇禱告的人，乃是一個成爲灰的人。

這意思是，他不再有自己天然的美德；他天然的行爲和眼光也隨着天然的美德成爲灰燼。 

ｃ．我們若要在香壇前禱告，就必須得着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應，使我們有正當的行爲；作我們的光，使

我們有正當的視力；也作我們的美德，使我們有馨香之氣升到神面前。 

Ｆ．我們在香壇前禱告時，就很難被自己所霸佔： 

１．在香壇所獻上的禱告不包含己，原因乃是我們要在這壇前禱告，首先就需要成爲灰。 

２．在香壇那裏，我們爲神的經綸、神的分賜、神的行動、以及神的恢復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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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學生生活篇 

① 學校班級裡有各式各樣種類的人。有「會讀書，人際關係卻不好的人」、「和朋友能溝通，但容易緊張，無

法跟老師好好溝通」、「是個好人但卻很複雜的人」、「太有精神而頻繁引起問題的人」、「不讀書一直在玩、

短視的人」、「與父母相處不好而煩惱的人」、「沉迷網路遊戲、在現實世界中無法建立人際關係的人」等

等。每個墮落的人都有其特異性，這個特異性會妨礙人的用處。 

② 這樣的環境是主為了成全你而安排的。要認識如何學習同學的優點，還有從缺點得到警告。你需要

有識別力和開放的心態。主是你魂(心思、意志、情感)的牧者，能夠藉著環境從你的靈光照、調整、

變化、成全你魂的特異性。 

彼前2: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5:10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③ 妨礙你擴大精神上度量的是特異性。尤其是你需要對付個人主義。金香壇的禱告不是為了自己，是為著神

永遠的經綸。帶著個人主義的話，就無法在香壇禱告，就變成無法為主所用的人。這原則在學校、將來工

作的公司都是一樣的。在主安排的環境中，向主和帶領你的弟兄姊妹敞開、對付具有個人主義的特異性。

如此一來，你的魂就得牧養、成全，精神上的度量得以擴大。結果你就能成為對神及人有用的人。 

④ 召會生活也是團體生活，無法避免各式各樣的衝突。在各式各樣的衝突中，要藉著與主和弟兄姊妹

親密的交通，經歷十字架、受調整。頑固的人聽不進主和人的話，無法受調整。事實上，你的許多問

題只需要受到微調整。廣播的頻率若是沒有調整正確，就完全無法聽到。同樣的，你在人際關係中，

操練靈、呼求主名、能微調整自己(魂)的話，就能夠成功處理各式各樣的事情。 

⑤ 聖經說你要成為結果子的人。葡萄樹對用來觀賞、建造房子、燃料都完全派不上用場。除了結果子

以外甚麼功能都沒有。對葡萄樹而言，不結果子的枝子是完全沒有用的枝子。同樣地，你在處理事

物時，不可以只是想、做好事。你必須要引導事物到正確的最終結果(結果子)。你在主的智慧與力量

中，應該要將事物聚合（Narrow down)朝向正確的最終結果。為此你必須要在團體生活中對付你的特

異性。 

約翰15：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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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祈り―主と交わる 

1. 主とまじわるため, れいをもちいて, 
主の御かおたずね, 臨ざいもとめる。 
(復)かおおおいなしに, 主を見つめつつ 
かくれたところで, ひたすらいのる。 

2. 主とまじわるため, うちをひらいて, 
真じつとまことで, 単いつにいのる。 

3. 主とまじわるため, れいにていのる； 
信こうもてもとめ, 主を待ちのぞむ。 

4. 霊としんじつもて, 主とまじわりし, 
れいのかんかくに したがい，いのる。 

5. 主のかたりかけを せつにもとめる; 
主のこころを知って, 御むねをいのる。 

6. 御かおのかがやき, われを照らして, 
われにしんとうし, えい光かがやく。 

#784 Prayer - Fellowship With The Lord 
1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2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Fully opened from within, 
 With thy face unveiled, beholding, 
 Single, pure, and genuine.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1.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祂面灵里来寻求； 
祂前求问并且静听，隐密之处来等候。 

(副)祷告与主来往交通，祂面灵里来寻求； 
祂前求问并且静听，隐密之处来等候。 

2.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从你里面全敞开； 
敞着脸面将祂瞻仰，单一、纯洁又实在。 

3.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凭信将祂来寻求； 
学习来摸祂这活灵，恭敬、仰望并等候。 

4.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以灵、以真为秘诀； 
总要凭灵祷告、求问，照着里面的感觉。 

5.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诚恳静听祂所言； 
让祂心意印刻于你，使你成全祂心愿。 

6. 祷告与主来往交通，沐浴在祂面光中； 
让祂荣美将你浸透，使你返照祂面容。 

3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Seeking Him in confidence; 
 Learn to touch Him as the Spirit, 
 Looking up in reverence.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4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Speaking nothing in pretense; 
 Ask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Praying by the inner sense.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5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List'ning earnestly to Him; 
 Be impressed with His intentions, 
 Yielding to Him from within.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6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Bathing in His countenance; 
 Saturated with His beauty, 
 Radiate His excellence. 
 Pray to fellowship with Jesus, 
 In the spirit seek His face; 
 Ask and listen in His presence, 
 Waiting in the secret pl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