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华府生命河灵粮堂

祷告香坛
主题：荊棘中的恩典

（2013年8月25⽇日）
【主题经⽂文】

...並住荊棘中上主的喜悅...（申卅三16）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

火燒著，卻沒有燒毀。(出三2)
【前⾔言】

這兩節經文都提到「荊棘」，事實上，這個字是個古字，已不再使

用，並且也僅僅出現在(出三2-4)與(申卅三16)。可見聖靈使用這個字是有
特殊的兩個的恩典。

首先，「荊棘」是以色列民族「生存」與「保全」的恩典。以色列不

但能夠生存下來，而且進而成為當代的大國，是因為神所選召的兩個人，

約瑟與摩西都在以色列歷史進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對於以色列

的存亡有著決定性的地位。第一次，是雅各一家七十人，在近東地區的大

饑荒中，因著約瑟而進入埃及，整個家族因此而活了下來，並且在4 0 0年
間生養眾多。聖經啓示我們，埃及人惡待寄居在他們中間的以色列民族，

他們的哀聲上達與天，耶和華神聽見了他們的哀求，看見他們的苦境，就

藉著摩西將以色列人帶出埃及，回到神所應許之地，成為以色列國。這荊

棘是象徵著神的恩典，也是救贖的恩典。我們還可以延伸到耶穌基督的身

上，祂在十字架上頭上所戴的，正是荊棘的冠冕，荊棘不正是象徵神的保

全與救贖嗎！感謝神！祂要在我們身上成就進「保全」與「救贖」的恩

典！

其次，「荊棘」是約瑟與摩西的人生標記，也象徵著他們的人生:「荊
棘的人生」。約瑟荊棘的人生始於他被同父異母的兄弟，將他賣給當代的

奴隸販子開始，歷經了「被出賣」、「被冤屈」、「被遺忘」，但是，神

卻是藉著這些荊棘般的人生歷程，將他帶上埃及宰相的地位、權柄與尊

榮。「摩西」生在以色列族受埃及人欺壓的年代，這位小男嬰連活命的機

會也沒有。但是，卻被神奇妙的保全下來，不但如此，反而進了法老的王

宮，成了繼承法老的王儲。然而，神的計劃卻不是讓他在法老的王位上成

為神的器皿。摩西如同約瑟一樣，必須經歷荊棘的人生歷練，才能成為神

家中貴重的器皿。摩西在救護一位以色列同胞而殺了一位埃及人之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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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亡命曠野的生涯。就在40年後，神在西乃山上的一各荊棘中呼召他，
並賦予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回到應許的迦南美地的偉大使命。

神在這個時候，賜下這個荊棘的信息，是否我們也會在這樣的法則

中，經過了多年的荊棘歷程，如今是神呼召我們的時候，要我們承接祂偉

大的計劃，完成祂在大華府地區心意！阿們！讓我們同心禱告吧！

禮拜一 初熟的果子

【经⽂文】

我親愛的弟兄們，不要看錯了。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

是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

轉動的影兒。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們，叫我們在他所造的

萬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雅一16-18）
【知識的⾔言語】

神賜給教會「生養的恩典」，藉著弟兄姐妹們生養眾多的祝福，顯明

「生養的恩典」。我們不應該忘記，也要時常感恩，更要預備成為

「初熟的果子」。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我們接續以色列人在埃及生養眾多的例證，看到神的法則。就是，在

民族存亡的艱難與掙扎中，神藉著「生養眾多」的祝福，顯明祂的同在，

證實祂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我們在過去的年日中，雖然艱

苦，會眾人數遞減，財務年年赤字，但是，「我們沒有缺乏」。這真是一

個奧秘。教會沒有缺乏，弟兄姐妹們de家中沒有缺乏。不但如此，弟兄姐
妹接二連三的懷孕生產。雖然不是向以色列人那樣－像天上的星那樣多，

但是，神藉著這生養的祝福，向我們說話－「祂沒有改變」。弟兄姐妹們

的居家生活，不能說是穿金戴銀，但是家家溫飽，忠心什一分別為聖歸主

府庫。弟兄姐妹們的簡樸生活、夫妻恩愛、親子關愛. . .等等，點點滴滴的
恩寵，也都證實了「神沒有轉動的影兒」。

同工所領受的「知識言語」提醒我們，要預備作「初熟的果子」，當

我們的姐妹秀麗，將她第一個月的工資全然獻上之際，信實的神不但回應

了她，也要我們知道，這是一次『先知性的行動』－應驗了「初熟的果

子」的律例(參申廿六2，10；尼十35；箴三9)。這個『先知性的行動』是
一個記號，也是一個里程碑。就是「成為初熟果子」的時候到了，我們要

記念神的作為，存著感恩的心，預備成為初熟的果子。阿們！讓我們禱告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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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提⽰示】

1. 「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傳三1 5），讓我們為神的法則感
恩，神過去如何對屬祂的百姓、祂的僕人。神的法則既然不變，祂也必不

偏待我們。求那在荊棘中呼召約瑟、摩西的神，也帶領我們走進祂對我們

的計劃，帶領我們成為「初熟的果子」。

2. 你的人生，是否也在一個荊棘般的艱難中呢？求神打開你的眼睛，
賜你心中有智慧，能看明這些荊棘般人生的意義，使你進入「初熟果子」

的境界。

禮拜二  恩待我們的神

【经⽂文】

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

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因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

的。（路六35）
【知識的⾔言語】

不論現在的境況如何，也許是因為過去的錯誤所造成，但是，神仍然

愛我們、恩待我們，祂不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我們不將眼光膠

著於現過去的錯誤，也不是現在的境況，而是要放在未來。在未來神

對你的期待，要你成為怎樣的器皿服事祂。

【经⽂文與知識⾔言語解讀】

神如果要我們愛仇敵，善待仇敵，因為我們的神是「恩待那忘恩的和

作惡的」。是的，因為過去的錯誤，我們嚐到了失敗的果子，也就是現在

的境況。但是，我們還是從現在的境況，洞察到神是信實的神，祂並沒有

丟棄我們，也沒有滅絕我們，也沒有忘記祂對我們的計劃(請參申四31，七
9)。所以，神如何為以色列人仍然存留餘種，神也為我們存留了現在的弟
兄姐妹(賽卅七30-32)。神如何恩待那曾經在迦底斯巴尼亞，背叛祂的以色
列民，使他們的兒女可以進入應許之地；神如何恩待在分裂王國的時期，

背叛祂的北國以色列，南國猶大，雖然被路走，但是七十年仍然可以歸回

重建家園。神也照樣恩待歷史歷代跌到的人，也恩待過去犯了錯誤的我

們。我們相信神要重建我們，恢復我們，使我們可以經歷，祂事恩待我們

的神：「祂使人死，也使人活；祂打傷，祂也醫治」(參申卅二39)，所以
先知大膽宣告，呼籲以色列民：「來吧，我們歸向耶和華！他撕裂我們，

也必醫治；他打傷我們，也必纏裹。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第三天他必

使我們興起，我們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何六1-2)。神藉著同工的領受，
鼓勵我們，將眼光放在未來神要如何的使用我們，我們不是在過去的塵埃

中繼續不斷的懊悔，而是要看見未來神要如何使用我們，因此，祂所愛的-3-



祂必管教，「所以，我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的

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腳(差路)，反得痊癒」(參來十二13)。

感謝神！同工的知識言語也鼓勵我們，我們不是沒有盼望，因為神讓

我們知道祂的引導，知道祂指引我們的方向，知道我們現在該如何預備自

己，就是效法神「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藉著操練「愛」仇敵，善待

他們，而建立「彼此相愛的國度文化」。阿們！

【禱告提⽰示】

1. 我們必須在「死」的狀態中，才能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求神幫助
我們操練「向罪死」、「向己死」，好叫我們能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重

建我們，恢復我們，使我們在未來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2. 請為自己的思想模式禱告，求神幫助我們建立合神心意的思想模
式，特別是「愛仇敵」、「善待仇敵」的思想模式。使我們可以成為「和

睦的教會」，並且是「使人和睦的教會」。

禮拜三  便雅閔的祝福

【知識的⾔言語】

耶穌的寶血遮蓋我們！基督是教會的頭，祂遮蓋我們，神也設立牧者

也遮蓋我們，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有牧者的遮蓋，因為我們都是受膏

者，神要每一位弟兄姐妹起來遮蓋教會。雖然我們的個性都不同，但

是在彼此謙讓、 為對方著想。這是神恩待我們這個小教會。
【经⽂文】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

崇。（詩四十六10）
【 知識⾔言語與经⽂文解讀】

論到「遮蓋」或「遮蔽」，這是聖經中出現不多的字，如同我們的主

題經文中的「荊棘」，是相當重要而且是用在與神有關的經文中，啓示神

與祂的百姓親密的關係。其意義不但是「遮蔽」、「遮蓋」，這中物質性

的動作或狀態，在屬靈的意義上，卻是「隱秘」又「親密」的動作或狀

態。不但暗示著「愛」與「保護」，也是」權柄」與能力。就如摩西為便

雅閔的祝福：「論便雅憫說：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同耶和華安然居住；耶和

華終日遮蔽他，也住在他兩肩之中」(申卅三12)。緊藉著「遮蔽」之後，
就用「住在他兩肩之中」，顯然是指「頭部」，這正是人的「指揮中

心」，也象徵著權柄。此外，「遮蓋」也是指「親密的關係」，在(詩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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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這個字被翻譯成新郎和新婦的「洞房」，(珥二16)翻譯成「內室」，
從上文來看，也是指「洞房」。

那麼，新約如何啓示「遮蓋」這各動作或狀態呢？我參考兩處的經

文：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羅四7)；「最要緊的是
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四8)。這各「遮蓋」與舊約
相互呼應，啓示出「愛的本質」，基督愛交會為教會捨己，這是神至極的

愛」，赦免了我們的罪。基督是教會的頭，不但是權柄，也是遮蔽 (遮
蓋)。但是，神對我們的心意是，我們在基督頭的遮蔽下，也要彼此遮蔽，
也就是「彼此相愛」，因為愛能遮掩(遮蓋)許多的罪，因為神愛我們，藉
著基督赦免了我們的罪。這更證實了神對我們一致的心意，就是耶穌的新

命令「你們要彼此相愛」。使我們在基督「愛的遮蓋」下，我們也因著

「彼此相愛」也能「遮蓋」別人得罪我們的事了。讓我們繼續為「彼此相

愛」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感謝神！讓我們為神的指示感恩。祂繼續指示我們要「彼此相
愛」、「彼此遮蓋」使我們能成為一個「彼此相愛」的教會。

2. 求神賜我們彼此相愛的恩典，使我們可以用「愛」彼此遮蓋，使
「罪」不能在我們中間有任何的地位。在夫妻之間、親子之間、弟兄姐妹

之間，都能彼此相愛，彼此遮蓋。

禮拜四 約書亞的世代已興起

【知識的⾔言語】

教會新的世代已經興起，一個屬於約書亞的世代已經興起。

【经⽂文】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

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

做異夢。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

說預言。（徒二16-18）

【经⽂文解讀】

加州洛杉磯真道靈糧堂舉辦的國度文化特會，已經顯明了一個事實。

就是世代的交替，已經開始了。從這此的特會中，除了台北靈糧堂的周牧

師外，所有的講員都是年輕的講員，顯明了靈糧堂一個新的世代已經開始

了。從教會歷史而言，世代交替，從舊約世代進入新約世代，是從耶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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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復活升天後，五旬節聖靈的降臨而顯明出來。同時間，使徒彼得也宣

告，這正是先知約珥所預言的。因此，新的世代又稱為聖靈的世代。在以

色列的歷史中曾有過得世代交替之一，就是從摩西的世代轉換到約書亞的

世代。這樣看來，領導人的交棒，就成為世代交替的關鍵性象徵。

在華人國度文化特會中，這些年輕的講員，將神的心意傳講出來，令

人耳目一新。並且對神的道有新的亮光，更加清楚顯明神那「漸進性的啓

示」，使祂的教會，可以進入新的境界。這些對我們的教會有什麼信息

呢？前面禮拜一「初熟的果子」的信息，已經顯明了神在預備教會新世代

的器皿。這樣看來，我們不但要預備成為初熟的果子，更是要進入一個新

的世代，不只是領導團隊，也是新世代的百姓被建造起來。讓我們回憶去

年神賜給我們所宣告的經文：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

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要

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

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

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賽五十四1-3）

請注意第3節經文，「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
住」。什麼是「後裔」呢？豈不是一個新的世代麼！並且我們都知道這

「後裔」不是肉身的後裔，乃是屬靈的後裔。但是，常常是屬血氣的在

先，屬靈的在後(請參林前十五46)。因此，屬血氣的就成為屬靈的預表。
根據這個法則，神早已帶領我們作出了先知性的宣告，不但如此，這也是

一個事實，弟兄姐妹們在「肉身生養」的後裔，就預表「屬靈生養」的後

裔，這樣看來，再清楚不過的，就是「明年我們要耕種收割，栽植葡萄

園，吃其中的果子」。現在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們，正如出埃及後第二代

的百姓，是要跟隨約書亞去征服應許之地的百姓，神要將現在的會眾，帶

進新的世代，並在新的世代要生養眾多。阿們！讓我們禱告吧！

【禱告提⽰示】

1. 請為教會現在的領導團隊能被神擴展禱告，這是新世代的領導團
隊，神必定要將新的作為啓示領導的團隊，在新的異象與使命中，繼續跟

隨聖靈。

2. 請為明年我們能有一個創意性的擴展禱告，求神賜給我們創意的耕
種與收割，帶領我們以創新的方法，栽種葡萄園而得新酒。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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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五 拆毀隔斷的牆

【知識的⾔言語】

有一道會成長的牆，不但高聳在神與人之間，也高聳在人與人之間。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道牆，我們要以信心拆毀這些隔斷的牆。

【经⽂文】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神

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

（羅三10-12）
1
耶利哥的城門因以色列人就關得嚴緊，無人出入。

 2 
耶和華曉諭約書

亞說：「看哪，我已經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並大能的勇士，都交

在你手中。

 3
你們的一切兵丁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六日都要

這樣行。

 4
個祭司要拿七個羊角走在約櫃前。到第七日，你們要繞城

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5
他們吹的角聲拖長，你們聽見角聲，眾百姓

要大聲呼喊，城牆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6
嫩的兒子約書

亞召了祭司來，吩咐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來，要有七個祭司拿七

個羊角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

 7
又對百姓說：「你們前去繞城，帶

兵器的要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書六1-7）
【知識⾔言語與经⽂文解讀】

「牆」至少可以有兩方面的解讀，一個就是「隔斷」，另一個就是

「保護」或是「抵擋」。從聖經的啓示而言，人與神之間的「牆」就是

「罪」。如果這就是神藉著同工所賜給教會的信息，那麼，我們不得不默

想，神藉著這兩道「牆」要對我們說什麼話？

首先，「罪」就像牆一樣，將我們與神隔絕。神也藉著(羅三10-12)指
出，每個人都有這道如「牆」一般的「罪」，將我們從神面前隔離。但

是，感謝神，祂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之愛」將這堵牆拆毀了。聖經所啓

示的人物，都與我們一樣從滿了軟弱、悖逆、不義 . . .，但是，不改變的
神，沒有轉動影兒的神，祂如何幫助大衛拆毀這堵牆，神也要幫助我們，

使我們能恢復與神的關係。因此，無論什麼時候，我們發現弟兄姐妹之間

好像出現了牆，我們都要以「愛」彼此饒恕、彼此寬容、彼此接納，使我

們可以迅速的拆毀這堵牆。

其次，第二道「牆」是耶利哥的牆，這堵牆是以色利人進入應許之地

的第一場爭戰。這堵牆可以解讀作攔阻以色列人進入應許的第一個障礙。

從敵人的角度而言，是保護他們，他們必須依靠這堵牆。但是，對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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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言，卻是阻止他們承受應許的障礙，他們必須拆毀這堵牆。這就啓示

出了爭戰的本質。

這對即將要進入應許的我們，是具有啓示性的意義，顯然，這堵牆是

仇敵千方百計的要守住的牆，而這堵牆又是我們必須拆毀，使我們可以進

入神的應許。我們需要神進一步啓示我們，這就是前一天的信息中，所強

調「創意」的策略，神命令以色列人繞城，你不覺得這是非常「創意」的

策略麼！作新事的神，必定要賜下祂「創意」的策略給我們，使我們出仇

敵不意的，將這堵攔阻我們進入應許的牆，徹底的拆毀。阿們！讓我們禱

告吧！

【禱告提⽰示】

1. 求神賜給我們像孩童般單純的信心，使我們相信像以色列這樣「繞
城」的策略可以得勝，那麼，我們也相信，神所要賜給我們的「策略」必

然也有「水到成渠」的功效。阿們！

2. 求神教導我們如何能確實的領受祂所指示的策略，使我們明年能進
入祂的應許。請為同工團隊禱告，求神提升同工團隊能進入先知性的領

受，使神的心意能被我們明白，並且成就在我們中間。

禮拜六  回家與合一

【经⽂文】

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

毀了中間隔斷的牆；（弗二14）
【知識的⾔言語】

神正在運行，神正在動工。祂要召回失散的百姓，重建祂的教會。

【 知識的⾔言語 解讀】

這段時間，我們看到有些過去的弟兄姐妹們回到我們中間，或是探望

我們，或是協助我們，我們都存著感恩的心歡迎他們。我們知道，神正在

拆毀「隔斷的牆」，這是第三堵牆。我們相信「合一」將在「回家」的過

程中更加明顯，讓我們為此禱告，並期待神奇妙的作為。

【禱告提⽰示】

1. 為曾經回來的肢體感恩，並求主幫助我們可以用「愛」來擁抱他
們。

2. 求神幫助回來的肢體，能感受到教會的更新，以及神的同在。
3.求神將「合一」的恩膏澆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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