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香 2016.5.9-15 

Ⅰ．聖膏油表徵基督作爲包羅萬有的靈，從神來到我們這裏，而香表徵基督從我們去到神
那裏；這是雙向的神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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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品，作成聖膏油。 
Ａ．膏油塗抹在基督裏並藉着基督將神帶給我們，使我們有分於神聖的元素。 
Ｂ．香是我們在禱告中帶着基督並且作爲基督到神那裏去，使神得着享受。 

   膏油是來到我們這裏，香則是到神那裏去。基督作爲那靈臨到我們就是膏油，基督從
我們這裏升到神那裏去乃是香。膏油是向着我們的；香是向着神的。膏油是給我們享受，
香是爲着神的享受。我們不該以爲香是給我們享受的。我們若想要自己享受，就會被剪
除。這事在三十八節說得很清楚：『凡作香和這香一樣，爲要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
除。』香完全、全然是爲着神的。然而，有一種享受是爲着我們的，這享受就是膏油，複合
的靈。我們曾強調過一個事實，就是祭司和帳幕的每一部分都要用膏油塗抹。這是我們
的分，香則是神的分。膏油是基督爲着我們，香則是基督爲着神。 
約翰14:13 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求甚麼，我必作成，叫父在子身上得榮耀。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
果子，且要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向父求甚麼，祂就賜給你們。 

Ｃ．這個交通與我們基督徒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就是神在基督裏來到我們這裏，以及我
們在基督裏並同着基督到神那裏去。 
   在我們的經歷中，不該只有單向的交通。這意思是，我們不僅該有基督來到我們這裏，
也該有基督回到神那裏去。我們需要有雙向的交通，就是神藉着基督來到我們這裏，以
及我們藉着基督到神那裏去。我們應當藉着燒香，完成這個循環。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36） 



Ⅱ．這香包含五種成分： 
Ａ．三種香料表徵在復活裏的三一神，加上純乳香，成爲四種成分，表徵基督的人性。 
Ｂ．三種香料各都表徵基督的死： 
１．蘇合香，一種沒藥，由樹產生的膠質，表徵基督生產的生命（由植物生命所表徵—約十
二24）甜美的死。 
約翰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２．香螺，生長在紅海沼澤之地一種小動物的甲殼，表徵基督的死連同祂救贖的生命（由
動物生命所表徵。 
約翰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３．白松香，也是一種樹的膠質，表徵基督生產的生命大能的死。 
４．第二種香料屬於動物生命，表徵神格的第二者被殺，完成救贖。 
５．三種香料指明基督在祂生產的生命和救贖的生命裏的死，有三個功用：將我們產生爲
神的眾子，救贖我們脫離墮落，並驅逐那蛇魔鬼。 
   三種香料指明基督在祂生產的生命和救贖的生命裏的死，有三個功用：將我們產生
爲神的眾子，救贖我們脫離墮落，並驅逐那蛇魔鬼。第四種成分乳香，是一種白色的樹
膠，表徵基督甜美的復活。三種香料和乳香加上鹽，一共有五種成分，五這數字表徵負
責任。 
彼得前書1:18 知道你們得贖，脫離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不是用能壞的金銀等
物，19 乃是用基督的1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希伯來書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為要藉著死，廢除
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Ｃ．第四種成分乳香，是一種白色的樹膠，表徵基督甜美的復活。 
   膏油與香在組成上，原則幾乎是一樣的。然而，膏油是爲着神來到我們這裏，香則是爲
着我們到神那裏去。膏油裏有三一神、神性、人性以及基督的死與復活。香裏也有神聖的
三一、神性、人性以及基督的死與復活。 
腓立比書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2・火 



3・水 

Ｄ．三種香料和乳香加上鹽，一共有五種成分，五這數字表徵負責任： 
馬太25:2 其中五個是愚拙的，五個是精明的。 
１．按豫表，鹽表徵基督之死殺死的能力和保存的能力。 
馬可9:50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麼叫牠再鹹？你們裡面要有鹽，並要和平相
處。 

２．香的四種成分加上鹽，表徵我們的禱告需要藉着十字架『加上鹽』，好消殺我們裏面
一切的不純和偏向。 
   我們若要更細緻的經歷基督徒的生活，就要學習我們的禱告必須徹底的加上鹽，這
個成分就是十字架。神臨到我們，不在於十字架天天作工；祂的來臨完全是在油裏，在
那靈裏。然而，我們到神那裏去就需要十字架了。我們一直都需要十字架。鹽在此表徵
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祂的殺死。我們必須在禱告中經歷基督的殺死。我能見證，我有許
多這樣的經歷。我的動機、意念、存心若不純潔，我就無法禱告。不僅如此，我的靈若
有些偏向，我也無法禱告。要禱告，我的靈就必須不偏不倚，我的動機和意念也必須純
潔無雜。要這樣純潔無雜，就需要鹽，需要十字架。 
   青年人也許會領悟，他們若犯了罪，就會發覺很難禱告。但我們在主裏長大，並在屬
靈的生命裏達到更柔細的階段時，就會看見，甚至我們靈裏稍微的偏向也會使我們無
法合式的禱告。 

Ｅ．按照出埃及三十章三十五至三十六節，香必須加上鹽，搗細並焚燒： 
出30:36 這香要取些搗得極細，放些在會幕內見證的櫃前，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你們要
以這香為至聖。 
１．把香搗細，並且放在會幕內見證的櫃前，表徵基督甜美的死和祂馨香復活的調和，以
及祂的死與復活在香壇上獻給神，作爲基督和祂肢體代求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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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我們要有基督作爲香，獻給神作甜美的香氣，就需要真正經歷基督帶着香的一切成
分；這些經歷也必須加上鹽，搗細並焚燒。 



Ⅲ．不論是在舊約，或是在新約，香都表徵我們的禱告： 
詩141:2 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Ａ．香特別是指復活升天的基督，連同祂的一切工作、果效和功績—祂一切的所是、所成並
所作。 
以弗所書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
浩大，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
的右邊，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
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23 召
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Ｂ．在啓示錄五章八節，爐（原文是碗）是眾聖徒的禱告，香是加在眾聖徒禱告裏的基督。 
啓5:8 當祂拿書卷的時候，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都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
滿了香的金爐，這香爐就是眾聖徒的禱告。 

Ｃ．在八章三節，香象徵基督連同祂所有的一切功績，加到眾聖徒的禱告上，使眾聖徒的
禱告，在金香壇上得蒙神的悅納： 
   我們只要接受祂血的救贖，也在十字架死的了結裏面，我們裏面的基督就接上來，我
們禱告就是基督禱告；到這時候，我們的禱告就是基督的發表。結果在神面前，這些禱告
就是香，蒙神悅納，也蒙神垂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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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同着基督作爲香的禱告，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升到神那裏去；這對神乃是馨香之氣。 
２．這種禱告以馨香之氣滿足神，同時也執行神的經綸，神的行政。 
３．那香的煙指明，那香同眾聖徒的禱告向神焚燒，上升於神面前： 
啓8:4 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從那天使手中上升於神面前。 
ａ．這含示眾聖徒的禱告有功效，且蒙神悅納。 
ｂ．煙指明眾聖徒的禱告有功效，因爲基督作爲香已經加到這些禱告裏；使煙上升的乃
是香，不是眾聖徒的禱告。 

ｃ．那香的煙同眾聖徒的禱告上升於神的寶座那裏，禱告就蒙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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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木 



5・金 

４．香豫表復活並升天的基督，就是惟一爲神所接受、爲神所悅納的；所以，祂成了給神的
馨香之氣。 

５．旣然香表徵基督，燒香的意思就是禱告基督；神的心意乃是要我們每逢禱告，就是禱
告基督。 

Ⅳ．兩座壇—銅祭壇和金香壇—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中關係密切： 
Ａ．我們需要看見，銅祭壇和金香壇這兩座壇是如何相連的： 
１．兩座壇是由抹油連在一起： 
出30:26 要用這膏油抹會幕和見證的櫃、27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燈臺和燈臺的器具、並
香壇、28 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ａ．抹油表徵神的運行。 
ｂ．按照神的運行，金香壇和銅祭壇是連在一起的。 

２．這兩座壇乃是藉着贖罪祭的血連在一起： 
利未記16:18 他出來，要到耶和華面前的壇那裏，為壇遮罪；他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
羊的血，抹在壇周圍的四角上； 
ａ．在遮罪日要獻上最重要的贖罪祭。 
ｂ．贖罪祭的血流出以後，要把血從銅祭壇帶到香壇，抹在壇的四角上。 
ｃ．遮罪之血把兩座壇連在一起。 

３．這兩座壇乃是藉着焚燒祭物的火連在一起： 
利未記6:13 火要在壇上一直不斷的燒著，不可熄滅。 
ａ．燒香只能用銅祭壇的火；這火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ｂ．在香壇上不可用凡火燒香。 
利未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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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
他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 

Ｂ．我們需要有從銅祭壇和金香壇而來的焚燒和上升： 
利未記16:13 在耶和華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煙雲遮掩見證櫃上的遮罪蓋，免得他
死亡； 
１．由銅祭壇和金香壇上的焚燒，都有馨香之氣升到神那裏，作祂的滿足。 



6・土 

２．在銅祭壇上有基督之死的甜美，使我們被救贖、了結並頂替；在金香壇上有基督復活
和升天的甜美，使我們蒙悅納。 
   祭壇和祭物含示救贖、了結和頂替。…每當我讀到壇和祭物，我就看見我的代替—基督
連同祂的十字架。現在我能說，『讚美主，卽使我是有罪的，我卻蒙了救贖；卽使我是無望
的，我卻能被了結並被頂替。主，我感謝你，被你頂替的過程一直在進行，總有一天這個
過程會完成。時候將到，我就要完全被你頂替。』 
   關於成爲肉體的三一神，有兩個主要的完成。…第一個完成是第一壇—銅祭壇，爲着
獻各種祭物（釘十字架的基督），以解決人在神面前一切的問題。 
   第二壇是金香（升天的基督）壇，使神悅納蒙救贖的罪人。我們經歷升天的基督時，
就有安息的地方，也覺得我們是在家裏。在第一壇我們有窩，在第二壇我們在神殿裏
有安息的地方。 

Ｃ．我們在金香壇前禱告時，我們的禱告應當旣沒有凡火，也沒有別的香： 
利未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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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在我們的禱告中有凡火，就是有了某種天然的動機，沒有受過十字架的對付。 
２．在我們的禱告中有別的香，乃是禱告與基督無關的事物。 
出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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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當我們在金香壇與主是一，爲別人並爲主的權益代求時，我們的禱告對神乃是馨香
的香。 
出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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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6 把金壇安
放在會幕內的幔子前，27 在壇上燒了馨香的香；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燒香豫表禱告。香豫表復活並升天的基督。因此，燒香乃是禱告基督，在基督裏並與
作爲香的基督一同禱告。這種禱告是代求的禱告，不是爲自己禱告，乃是爲着神聖行
政的完成，爲着神供應之恩典的分賜，並爲着眾召會和眾聖徒禱告。這樣的禱告對神
乃是馨香的香—這種禱告成就神的定旨，滿足神的願望，並使神心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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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生活篇 
①聖膏油表徵基督作爲包羅萬有的靈，從神來到我們這裏，而香表徵基督從我們去到神那裏；這
是雙向的神聖交通。這個交通與我們基督徒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就是神在基督裏來到我們
這裏，以及我們在基督裏並同着基督到神那裏去。 

②為了執行工作，公司和上司會提供你工作空間、電腦、手機等公司的資產。另外，也會有海外
出差、英文的訓練等機會。藉此為了執行業務，好好把握機會學習，你必須要認識到這是上司
為了你所做的投資。優秀的社員會站在自己上司的立場正確地理解情況，但是二流職員只從
自己的觀點、主張自己的權利，無法從上面鳥瞰、無法充分活用所賦予的機會。 

③你身為一個基督徒，需要享受從神而來那包羅萬靈的膏油塗抹。經歷了包羅萬有的那靈的是神
經過所有過程：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復活、昇天之後，你應該有那過程目標的神的心意、為召
為建造而被摸著、為完成心意的心願而禱告。不然，就無法完成從神到你這裡及從你到神那裡
這雙向的神聖交通。這個原則與在職生活也是一樣的。若是把公司或上司提供的機會當作理所
當然，或是覺得是很麻煩的事，你就絕對無法藉此機會充分地學到東西。這樣你就只會停留在
二流職員的狀態。在召會生活中，不只要享受從神而來那包有萬有的靈，更要為神滿足以基督
作為香來禱告。這樣的人就算在公司，不只是接受從上司而來的，也能給上司優秀的業績，成
為一流的職員。 

④香的四種成分加上鹽，表徵我們的禱告需要藉着十字架『加上鹽』，好消殺我們裏面一切
的不純和偏向。 
在公司，為要適當地感謝上司、為要以優秀的業績回報上司，你要經歷十字架消殺的力量，
對付自己的不純、高傲、將榮耀歸給自己這事、性急、傲慢、心胸狹窄、個人主義、偏向、
瞞騙、極度害怕會失敗而來的膽卻、自欺欺人。你繼續帶著這不純，就無法正確理解情況、
被憤恨不平充滿、無法用好業績回報給上司或公司。這樣的人無法用基督和香禱告到神
那裡。同樣地，為了執行神心意而代禱禱告的人，必須要在禱告中加上鹽。同樣地，為要
在公司正常發揮功用、提高優秀的業績，必須要藉著鹽消殺不純、偏向、高傲、自欺欺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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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聖書を読む―主の言葉で養われる 
1. めぐみの御座に来て, あわれみとめぐみ受ける; 

それはてき時のたすけ, こころと霊,あんそくす。 
2. 御かおのかがやきは, わがこころのなか照らし, 

いやすひかりはなちて, わがよわさを消し去る。 

3. ながひかりは照らす, わがまことのじょうたいを; 
なが血しおの効き目は, わがつみすべてあらう。 

4. なれはあぶら塗りで, ながせい分をつくり込む; 
われはご自身を享受し, ながみこころに触れる。 

5. 祭司が火をともすよう, 御まえでみことばを読む; 
ながれいはあぶらのよう, ことばのひかり,はなつ。 

6. われらはいのるとき, さい司が香をたくように, 
れいにあり,キリストを, 香のようかみにささげる。 

7. ことばはひかり,かて, われ照らされ,満ぞくする; 
さらに読み,さらに食べ, 啓示を受け,かてを得る。 

8. なれはこう,またみず, われはつかれいやされる; 
おおくいのり,多く飲み, 香をささげ,みずながす。 

9. ことば読み,いのれば, あかるくされ,満たされる; 
読みいのりで主を受け, いのり読みで主ながす。 

10. いのり読みによりて, 主とまじわり,混ざり合う; 
主よ,われに浸とうして, われよりながれ出ませ！ 

          587 讀經－從主話得餧養 
1 我今來到施恩座前，得你憐恤，蒙你恩典， 
作我所需應時幫助，使我心、靈得到安舒。 

2 在此瞻仰你的榮面，你的面光照我心間， 
放出你的醫治光線，消殺我的軟弱、缺點。 

3 在此你的亮光照明，顯示我的真實情形； 
你血也就顯出功能，將我罪污全都洗淨。 

4 你的膏油也在塗抹，你的成分給我得著； 
我就享受你的自己，也就摸著你的心意。 

5 我願在你面前讀經，猶如祭司聖所點燈； 
需要你靈像油一樣，使你話語放明發光。 

6 也願在此向你禱告，好像祭司將香焚燒； 
靈裡基督如香一般，調著禱告向神呈獻。 

7 你話是燈，也是食物，我蒙光照，也得飽足； 
深願在此多讀多喫，受到啟示，得著糧食。 

8 基督是香，也是活水，我蒙悅納，也脫困憊； 
也願在此多禱多喝，獻上香氣，流出江河。 

9 讀經使我明亮、不餓，禱告使我馨香、不渴； 
讀讀禱禱你就注入，禱禱讀讀你就流出。 

10我願如此與你相交，讀禱、禱讀與你相調； 
也願如此給你浸透，直到你能從我湧流！ 

Thy Spirit too anoints me here And makes Thy very substance mine; 
Thy very self I thus enjoy And know Thy very heart's design. 

6. E’en as the priests the incense burned, In prayer to Thee I persevere; 
As incense Thou the Spirit art Mixed with the prayer I offer here. 

10. By reading I‘m enlightened, filled, By prayer my thirst is quenched indeed; 
Thus Thou to me may be supplied, And Thou through me may meet the n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