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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物與帳幕的關係（三）
四 帳幕是為著給神居住；供物是藉著我們的珍賞和獻上而給神享受（續）
供物是藉着我們的珍賞和獻上而給神享受。沒有我們的珍賞和獻上基督作供物，神就無法
對供物有享受。神在基督裏來到我們這裏，成了給祂自己的帳幕、居所。祂也成了給我們並
給祂自己的各種供物。我們若不珍賞這些供物，並獻上給神，神就無法對供物有享受。
這就如以色列人要在美地上勞苦，纔有出產獻上給神，我們也需要在基督身上勞苦，使我
們能將祂呈獻給神。在基督身上勞苦，就是極力享受祂，經歷祂。我們越享受並經歷基督，
就越珍賞祂。然後我們就該將基督呈獻給神，讓神享受。
五 供物不是祭物，乃是珍賞基督的人獻給神的禮物
供物不是祭物，乃是珍賞基督的人所獻給神的禮物。利未記一章二節說，
「你要對以色列
人，說，你們中間若有人獻供物給耶和華，就要從牛羣或羊羣中，獻牲畜為供物。」
「獻」
這個動詞，也可譯為「呈獻」或「供獻」
。
「供物」的原文是「各耳板」
，意禮物或贈品。這
裏「呈獻」和「禮物」二辭，原文是同字根。所以，供物乃是給神的禮物。以色列人要在美
地上勞苦，然後將他們所享受並珍賞的美地出產，獻給神作禮物。
五種主要的供物是為着叫我們與神有交通。一至七章乃是說到神的兒女與神的交通。為着
這個交通，就需要有禮物。
我們來到召會的聚會中，不該帶着祭物，乃該帶着禮物呈獻給神。祭物是為着救贖、平息，
禮物乃是贈品，為着我們與神之間有親密的交通。我們為着這交通所帶來的禮物，該是我們
所經歷的基督。我們珍賞這位基督，就該將祂獻給神作禮物。甚至贖罪祭和贖愆祭也可以作
我們帶來給神的禮物。
為着罪帶來祭物是很嚴肅的事；給親愛的朋友帶來禮物卻不是嚴肅的，乃是甜美的。我們
每次來到聚會中，都該感覺甜美，前來呈獻親愛、寶貴的禮物給神，讓我們與祂同享。我們
不該僅僅為着自己的難處，把基督當作祭物獻給神，乃該為着神的享受，並我們與祂的共享，
把基督當作禮物獻給神。
六 獻祭的條例乃是神聖烹飪的食譜
獻祭的條例乃是神聖烹飪的食譜。基督是食物，我們是廚子，神與我們是同喫的人，共同
享受基督作滿足。這是利未記的最高點。就屬靈一面說，沒有甚麼比我們在基督裏享受三一
神更高的了。
你曾否領悟，召會的聚會是烹飪聚會，喫的聚會？我們說過到聚會中來喫，也唱過一首短
詩「我們來喫。」
（補充本詩歌二一五首）然而，我們可能從未想過我們需要烹煮。食材在
這裏，喫的人也在這裏，但廚子是誰？我有把握的說，神和那靈不是廚子，我們纔是廚子。
所以，我們都必須學習烹飪。
從利未記的豫表，我們能看見神的確渴望享受基督。祂想要藉着我們對基督的珍賞和獻上
而享受基督。然而，甚至到現在，我們還是太老舊、太傳統、太膚淺、太宗教了。願我們都
看見，我們的神巴望享受基督。基督不該僅是我們的食物，也該藉着我們的珍賞和獻上，就
是藉着我們的烹煮，而成為神的食物。我們都需要烹煮基督，使我們能將基督給神作食物。
－全文完
（摘自「利未記生命讀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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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結晶讀經（一）
」負擔的話

第四篇 常獻的燔祭－活祭
素祭有別於其他各種的祭，是惟一不含動物的
生命，而以表徵人性之植物的生命（可八 24）
為主要元素所構成之祭。因此，素祭豫表在神人
生活裏的基督。這個豫表在新約時代是經過三重
的過程而得完全的應驗，先是在基督身上，再是
在基督徒身上，終至在整個的召會。首先，基督
藉由聖靈而成孕在童女馬利亞腹中，聖靈是祂神
性素質的源頭，而馬利亞則賦予了祂純淨無瑕的
人性（這並非指馬利亞是無罪的，乃是說罪是藉
亞當一人入了世界，所有從男、女成孕而生者，
皆是由男人承繼了罪性，而由女人承繼了受造的
人性，惟獨基督降生為人是由聖靈得有神性，由
女人得有人性，祂並未從男人承受罪性。因此，
祂被稱為「女人」的後裔，祂的人性是無罪的－
羅五 12，創三 15，來四 15，七 26）
，基督在地
之為人生活僅三十三年半，但聖經所記載祂的言
行作為，幾乎全焦集於後三年半。而在此前，從
祂的成孕到成年那三十年之久的成長歲月，僅有
寥寥數句的概述：
「那孩子漸漸長大，剛強起來，
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耶穌在智慧

和身量，並在神與人對祂的喜愛上，都不斷增
長。」
（路二 40，52）智慧屬於神性（亞二 2，3）
身量屬於人性，兩者並進的「漸漸長大」
「不斷
增長」正是素祭之細麵（表徵基督的人性）與油
（表徵那靈）看似單調乏趣，卻得充分調和之過
程所寫照的。接着從主的受浸（被了結）到祂在
十架上的受死（被獻上）則是素祭在祭壇上被火
焚而熟成的過程。至終，主的復活升天則是素祭
和所有的乳香（表徵基督復活的馨香）成為怡爽
的香氣，全然升至神前專為使神滿足（利二 2）
之豫表的應驗，這就是為甚麼切心尋主的馬利亞
雖得見復活之主的顯現，主卻對她說：
「不要摸
我，因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
（約二十 17）經
此一切的過程主纔再回到門徒們中間，將自己分
賜給他們作帶着至高人性之生命的供應（約二十
20，27，路二四 29，39～43）
。今天，作為這神
人生活之素祭的翻版，我們和我們的召會生活是
否也在經歷同樣的調和、獻上、焚燒…之過程？
劉葵元

第五篇 喫基督作素祭，好成為基督的複製，
以完成神的定旨
路加福音揭示主耶穌－人救主－那由素祭所
豫表的神人生活。藉着有分於基督作素祭，我們
就成為基督的複製－作團體素祭的召會，有分耶
穌的人性，以為着主的恢復，為着屬靈的爭戰，
並為着神的國度。這說出了以細麵為表徵之基督
那柔細、完全、柔和、平衡、正確的人性，在神
的經綸中佔有何等重要的決勝地位！是這樣的
人性與素祭的油所表徵之神的靈，從耶穌的成
孕，經過祂的出生、成長，到祂在約但河受浸之
漫長過程得着充分的調和（一 35，二 40，52，
三 21，22，四 1）
，就使神在地上恢復並得着了
一個祂在創造時所要得着，為能成就祂經綸所需
之正確的人。
「耶穌滿有聖靈，從約但河回來，
在曠野為那靈引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誘。」
（四
1）這試誘的始末皆以「你若是神的兒子…」
（四
3，9）的挑戰為主軸，主卻始終以「人…」
（四
4，8，12）自居，使魔鬼技窮而退（四 13）
，勝
過了這場非屬「神力競炫」的屬靈爭戰。主在地

職事的末了，以設立餅杯而豫示祂要藉死而復
活，把這絕佳質優如細麵的人性，無限複製在信
祂的人裏，使他們能在油所表徵之神的靈裏聯調
為一，如同一個極大能滿足神和人的素祭，這就
是神的國能出現於地的時候（二 18，29，30）
。
為此，祂也在祂地上職事的末了嚴肅警告那好勝
爭強，喜特立獨行的彼得說：
「西門、西門，看
哪，撒但想要得着你們，好篩你們像麥子一樣。」
（二二 31）篩能使成堆的麥粒四散，無法碾磨
調和成作素祭的麵團（利二 1，2）
。彼得和所有
門徒們雖都在撒但的篩下失敗四散，卻也因此識
透自我的不堪一擊，他們徹底的被碾碎成粉，在
主升天後，以十日的禱告充分在素質之靈裏相
調，並藉五旬節那經綸之靈的「澆油」
，形成一
團巨大的素祭，使神的國在地上，非由武力，乃
在美妙之神、人性調和的生活與彰顯中勢不可當
的徧地開展（徒一 3，8，14，二 1，4，41，46，
47）
。
劉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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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晶圖表
第五篇 喫基督作素祭，好成為基督的複製，以完成神的定旨
壹 神與祭司的素祭
貳 享受基督作素祭
一 成為基督的擴增
二 奧祕神人的顯大
參 耶穌是神人素祭
一 神創造所要的人
1 作神的彰顯代表
2 基督的成為肉體
3 神人二性的組成
4 細麵與油的調和
a 祂是真正的人
b 祂是完整的神
c 活出最高道德
d 吸引人的美德
e 美德彰顯屬性

二 屬性美德的職事
三 最高標準的道德
1 神所要求的標準
2 耶穌基督的生活
3 被神屬性所加強
4 神藉美德得彰顯
肆 召會是團體素祭
一 模成長子的翻版
二 素祭基督的擴大
三 日常供應的素祭
1 基督與召會
2 細麵與薄餅
四 一個身體的素祭
1 個人麵與團體餅
2 完成經綸的調和
a 正確分賜的調和
b 失去區別的調和

2017冬季-05

伍 完成定旨的素祭
一 為著主的恢復
1 召會社會的墮落
a 恢復正當的人性
b 墮落世代的站住
c 團體接受主人性
2 需要耶穌的人性
二 為著屬靈爭戰
1 在聖徒與仇敵間
2 在召會打靈戰上
3 運用耶穌的人性
4 內裏耶穌的人性
三 為著神的國度
1 蒙救贖重生的人
2 成為神國度的人
3 得勝者同主作王

第六篇 基督作我們贖罪祭的啟示、珍賞與應用
壹 罪性罪行的認識
一 罪的源頭
1 罪人因魔鬼內住
2 罪人是魔鬼兒女
3 罪人在罪孽裏生
二 罪的性情
三 罪的不法
貳 內住無意的犯罪
一 罪是魔鬼撒但
二 罪是墮落之人
參 基督成為贖罪祭
一 基督成罪之肉體
1 替人成為罪
2 十架解決罪
3 祭物的功效
二 以蛇的形狀受死
三 使人成為神的義

肆 每天取用贖罪祭
一 贖罪祭的聯結
二 贖罪祭的功效
1 世界的王被趕出
2 爭奪權力被趕除
3 脫離罪律的轄制
三 贖罪祭的取用
1 認識己的邪惡
2 領悟人有罪性
3 學習大衛悔罪
4 失敗後的倚靠
四 贖罪祭的需要
1 人不絕對為神
2 人以己為中心
a 為己事奉
b 為己宣揚
c 為己炫耀
d 為己權益
e 為己籌劃

2017冬季-06
伍 祭物之血的功效
一 藉血進入至聖所
二 藉血帶至神面前
三 藉血救贖有功效
四 藉血保證蒙悅納

陸 使人照著靈而行

舊約「撒母耳記上」讀經拾
第七章（二月十一至十七日）
本週進度
撒母耳記第七章。
生命讀經
第五篇。
經文大綱
一、一節，基列耶琳人接走耶和華的約櫃，抬
到亞比拿達的家中，由亞比拿達的兒子看守。
二、二至六節，二十年之久，以色列全家都哀
慟尋求耶和華。撒母耳作祭司事奉，以色列人就
除掉諸巴力和亞斯他錄，單單事奉耶和華。
三、七至十四節，非利士人前來要與以色列人
爭戰，當日，非利士人就被制伏。撒母耳作士師
的一切日子，耶和華的手總是攻擊非利士人。
四、十五至十七節，撒母耳一生的日子作以色
列的士師，審判以色列人，且在拉瑪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
真理要點
一、伯示麥人要基列耶琳人來，把約櫃接去（20
～21）
，約櫃就留在基列耶琳二十年（七 1～2）
。
雖然約櫃回到以色列，也在正確的祭司職分下受
照顧，但還沒有回到示羅的帳幕裏，這是不正常
的情形。當撒母耳在帳幕那裏長大時，約櫃留在

基列耶琳二十年，直到以色列全家哀慟傾向耶和
華（2）
。
二、撒母耳為神的選民以色列人禱告（七 3～
14，八 6，十五 11 下）
。使他們蒙保守在神的道
路上，與神成為一，不落在外邦偶像的網羅裏，
享受神作以便以謝；以便以謝的意思是「幫助的
石頭」
。
「撒母耳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
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到如今耶和華
都幫助我們。」
（七 12。）
生命經歷
一、伯示麥人說，誰能在耶和華這聖潔的神面
前侍立呢？這約櫃可以從我們這裏送到誰那裏去
呢？於是打發人去見基列耶琳的居民，說，非利
士人將耶和華的約櫃送回來了，你們下來將約櫃
接到你們那裏去吧。」
（19～21。）不錯，基督的
同在是有福的，但是，人也必須聖潔才可以。伯
示麥人擅觀神的約櫃，沒有虔誠敬畏神的心，所
以神擊殺他們。他們因被擊打就不要約櫃。他們
不對付他們所以遭擊打的原因，他們反而不要主
的同在，這是多麼可憐的事！
約櫃是從示羅出去的，卻不再回到示羅，而放
在基列耶琳亞比拿達的家裏二十年之久。亞比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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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全家因此得着神的同在。我們是像伯示麥人懼怕
主的同在呢，還是像基列耶琳人歡迎主的同在？
二、撒母耳生來是利未人，由極大的背叛者可
拉的一個後裔所生（代上六 33～38，參民十六 1
～33）
。他以五種身分供職：一、是拿細耳人，絕
對奉獻給神，使神得以完成祂的經綸，是自願者，
頂替了任何正式、形式的事奉神者（一 11，28
上）
。二、是祭司，忠信的代表神行動，甚至為着
神在地上的行政，設立並建立君王（二 35）
。三、
是神所立的申言者（三 20）
，輔助他作為祭司所
設立的君王，說神的話，以頂替老舊祭司職分教
導神的話語。四、是由神所立的士師（15～17）
，
施行神的行政，以頂替老舊祭司職分審斷百姓。

五、是禱告的人，為神的選民以色列人禱告（3
～14，八 6，十五 11 下，參十二 23）
，使他們蒙
保守在神的道路上，與神是一，不落在外邦偶像
的網羅裏，卻享受神作以便以謝（12）
，使神對祂
選民旨意中的願望得以成全。神向耶利米承認，
撒母耳像摩西一樣，是站在神面前為祂百姓代求
的人（耶十五 1）
。摩西是祭司（出二九）
，申言
者（申十八 15，18）
，也是士師（出十八 13，16）
；
他一直為神的百姓禱告（例如，出三二 11～13，
31～32）
。在這些事上，撒母耳也是如此。在舊約
裏，只有摩西和撒母耳彀資格完全有分於祭司職
分、申言者職分和士師職分。
吳新綸

第八章（二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本週進度
撒母耳記上八章。
生命讀經
第六篇。
經文大綱
撒母耳職事的結束：
一、一至三節：立他兒子作以色列的士師。
二、使以色列人有理由，要他為他們立王治理他
們，像列國一樣。
三、撒母耳是在神行政裏轉移時代的人，把祭司
時代轉移到申言者和君王時代。
真理要點
一、撒母耳立他兒子作以色列的士師（1～3）
。
但他兒子不行他的道（3 上）
，反而貪圖不義的財
利，收受賄賂，屈枉正直（3 下）
。這在神的眼中
是惡的（出十八 21，二三 8，申十六 19）
，與他們
父親一生純淨正直的道路相反（撒上十二 3～5）
。
因此，撒母耳的兒子不該被視為以色列人中的士
師。他們的父親撒母耳該被視為最後一位士師。所
以，撒母耳結束了士師的職分。
二、撒母耳的兒子不正直的行徑，使以色列人有
理由，要撒母耳為他們立王治理他們，像列國一
樣。以色列人要撒母耳為他們立王治理他們，令撒
母耳不喜悅；他就為他們禱告（6）
。撒母耳從未作
任何背叛的事；他轉移時代，不是藉着革命，乃是
完全在於神聖的啓示。他行事、工作、盡職、服事，
完全是溫和、適度、正確的憑着啓示。他是一個有
啓示的人；凡他所作的，都是照着他所看見的。不
僅如此，他是一個合乎神心的人；這就是說，他是
神心的複製、翻版。他從來不作背叛的事。
三、在十二章十二節撒母耳說，
「你們…就對我
說，不，我們定要一個王治理我們；其實耶和華你

們的神是你們的王。」從這裏我們看見，事實上，
神纔是以色列人的王。以色列蒙神揀選，在這地上
作特別的一班人；因此，他們該在各方面都與列國
完全不一樣。然而，他們所走的路，卻是跟從列國
厭棄神。因着堅持要有王，神的選民就從神轉向
人。
生命經歷
一、對於任何與神經綸有關的難處，我們該停下
我們的爭吵、掙扎、辯駁、爭論，而到我們的頭那
裏去。我們該站在留長頭髮的地位上，持守我們拿
細耳人的願。
二、正確的申言者職分總是輔助君王職分，這對
我們該是個功課。在今天的召會生活中，作長老的
有君王職分。你若不是一個長老，但看見召會中有
些事情不太對，你不該批評、反對或說閒話；你必
須作申言者，藉着向主禱告，從祂領受話語。你若
沒有從主得着話語，就不該說甚麼。但主若憐憫祂
的召會，給你申言的話，你就該到長老們跟前，向
他們申言。長老們曉得自己有君王職分，就該學習
知道他們不是全能的，他們會有缺欠；因此他們該
聽這一位弟兄的申言。這就是召會生活中正確的情
形。
三、我們在這裏該學個功課：不論我們作甚麼，
不論事情多好、多「屬靈」
，甚至多合乎聖經，只
要我們有了頂替神的東西，那就是惡的。我們所作
的也許是好事，但只要我們棄絕神作我們的頭、我
們的丈夫、我們的王，這些好事在神眼中就都是惡
的。問題不在於好壞、對錯，乃在於我們到底是接
受神為我們的王，還是棄絕祂。甚至在諸如購物的
小事上，我們也常有代替品，而不是接受神自己。
這就是為甚麼拿細耳人一直要留長頭髮，以神自己
作他的權柄，遮蓋他的頭。
鄭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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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組報導
寒假特會
每一次的特會，就如同主在馬太十六章十三節
所說的，主特意將門徒們帶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
境內，那裏是一個氣氛清明的地方，使門徒們的
思想能脫宗教環境的影響，並使祂能給他們一些
關於那是祂屬天國度命脈的基督與召會新的啓
示。我們台中市召會的青少年們，藉着這三天，
實在是得着了許多關於基督的新鮮啓示！這一次
講到神完整的救恩及生命的經歷與長大，實在摸
着了他們的深處，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生命經歷
的見證。

蒙恩見證
這一次的寒假特會我十分的寶貝希伯來書四章
十二節，其中說到：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利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
至剖開魂與靈。」不論是在操練靈的事上，或是
在日常的生活行事上，真是要向主承認，沒有運
用主的話，使自己的靈與魂分開。我就認識到，
我無法藉着自己的能力來使自己的靈完全擺上為
主，看到我們乃是要藉着禱讀主話，來將我的靈
與魂分開。不僅如此，我們這個人的靈要完全傾
倒出來，就必須願意讓我們的靈被破碎。願主能
用祂的愛將我充滿，使我願意被破碎，讓主能完
全的得着我們。
南屯區／陳昱均
寶貝在信息中弟兄說到，我們時常靠自己的意
志力行事，說服自己並自己定義主給我們的答
案，也許我們當下看似真的得到我們想要的，但
我們卻沒看見那是主在容忍我們，並且許多時候
我們裏面也會感到不平安。在每週的主日中，我
因着是區裏的中幹，為了要帶動聚會中的氣氛，
我會強迫自己第一個起來禱告，雖然外表很操
練，但是我裏面的光景卻還是老舊且墮落，我需
要操練從聚會前就開始操練我的靈，不體貼我的
魂，使我能成為主的管道，讓主的靈在我身上自
由，叫眾人得以投入聚會的流中。
西屯區／傅子翎
很摸着這次信息中講到生命的感覺和生命的交
通，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常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走，
而忘記去遵從生命的感覺，顧及到靈的不許。弟
兄在信息中提到我們在禱告中向主詢問時，主的

回答並沒有絕對的要與不要，然而我們時常都替
主作決定，並說：
「主允許我這麼作。」但那其實
是主對我們的容忍。因着主愛我們，所以容忍我
們對生命感覺的不順從，但我們若沒有生命的感
覺，就沒有了生命的交通，所以我們要在凡事上
都顧及到：藉由禱告，時時向主認罪悔改，順從
神一切的安排；顧及生命的感覺並且跟隨內裏的
膏油塗抹，這樣纔使我們與主之間的交通不斷。
約翰壹書一章九節：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
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我需要常常向主悔改，時時回到靈
中，讓神自由的運行在我們裏面，並且能將祂活
出來。
復興區／蔡青芸
我很摸着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
「因為神的話是
活的，是有功效的。」神的話能辨明我們內裏的
光景，乃是因為祂的話是活的，有功效的。所以
神每次向我們說話總是暴露我們內裏的光景。但
是神要如何向我們說話呢？我們若沒有足彀的真
理裝備在裏面，我們是很難聽見神對我們說話
的。所以，我們就需要禱讀主話，讓神藉着這些
話語向我說話。盼望自己能更堅定持續的讀經。
聽到弟兄姊妹們分享的見證真的很得激勵。神這
麼愛我，我也當向主獻上自己，把最好的給主。
主阿！我願作得勝者，答應你的呼召，與你是一，
並且與同伴竭力奔跑屬天的賽程，翻轉墮落世代。
惠文區／張惟甄
我最摸着第五篇信息，赦罪、洗罪以及稱義、
和好、地位上的聖別。赦罪的意義是免去罪的刑
罰，洗罪是消滅罪的痕跡，主是何等的愛我們這
些罪人，我們犯了錯，只要到主面前向他悔改認
罪，他就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並要與神和好，
與神有了和平，同享平安。在個人禱告的時間，
我和主認罪，我在同學中間的說話和態度應該要
與他們有分別，主耶穌赦免我，寶血洗淨我。特
會結束後，我要操練每天晚上分別時間到主面前
悔改認罪。
崇德區／吳侑蓁
羅馬書八章六節：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
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我很摸着這一處
經節，雖然我已經參加過許多次的特會，每一次
也都非常的享受，但這次卻非常的不同。我很受
題醒，我看見以往的同伴都沒來，而陪伴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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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非常年幼的小羊。他雖然剛受浸，但我是一
個急性子的人，有時希望快點先到會場或是完成
其他的事就沒有顧到其他的姊妹，但主將這一位
小羊量在我身邊，使我不得不重新轉回到靈中。
每一次我快沉不住氣時，我就只有呼求，求主讓
我的心思時時置於靈，而不是置於肉體。
立中區／童愛聆
在這次特會中，我特別摸着第五堂的信息「辨
別魂與靈」
。羅馬書八章六節說：
「因為心思置於
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人有三部分：靈、魂、體，但是靈是被魂包裹着，
所以當我們要運用靈時，我們的魂必須被破碎，
我們若讓我們的魂保持完整，我們的靈就不可能
與魂分開，我們無法用我們的魂來接觸神，就像
我們的嘴巴不能用來聽聲音，我們只能用靈來接
觸神。我時常在聚會中用自己的魂來與神交通，
但我越在自己裏面，不但無法享受神，反而更下
沉。弟兄說到一個比喻，我們就像一列屬靈火車，
可能我們作到一半就下錯車了，下沉了，但沒關
係，還有下一班可以再坐上去。我們都會有輭弱
的時候，但我們要重新跟上，再回到靈裏，最終
那班屬靈火車要通往新耶路撒冷，這是何等的榮
耀。主阿！我要再更新奉獻我自己，使我在凡事
上與主是一，不留在魂裏，將心思置於靈裏。
頂街區／游潔暄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
兩刃的利劍更鋒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靈與魂，
骨節與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弟兄說到，要使靈從魂裏出來必須藉着神的愛和
神的話，馬利亞因為愛主，願意把至貴的玉瓶打
碎，讓真哪噠香膏流出。同樣的，我們因着愛主
就願意破碎我們的魂，使我們的靈得以出來，作

主的享受，也使我們能享受主。許多時候我們很
寶貝自己的魂，不願意被破碎，但我們要看見主
比一切都寶貴，值得我們獻上一切。希伯來書四
章十二節，我們也可以看見，靈與魂是可以分開
的，我們需要藉着禱讀主話，讓主的話可以刺透
我們，使我們能辨明魂與靈；我們需要對主話有
胃口，我們若對主的話有胃口，我們就會更愛主，
也會甘心被主破碎。我需要操練否認心思、情感、
意志；也願意多讀聖經、屬靈書報、唱詩歌；也
操練背經，讓主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的裏面。
當我對主的胃口擴大，對於魂的胃口就會減少，
求主使我更愛祂，加深我對主話的渴慕而勤讀主
的話。
東海區／張群岳
很寶貝這次的特會，主又給了我很不一樣的摸
着，其中我很寶貝特別聚會及信息中的兩個點。
在第三堂信息說到生命交通的中斷。弟兄說，許
多的小事情都會攔阻我們與神之間的交通，在禱
告中，主光照我，使我看見，我的說話常常成為
我與神之間的攔阻。求主在我的生活中時時的破
碎我，使我與神之間沒有攔阻。第六堂說到另一
個點，說到神的話比兩刃的劍更鋒利。主的話有
甜美供應的一面，我們也需要經歷被破碎的一
面，惟有魂被破碎，靈纔能毫無摻雜。求主也賜
給我能有這樣的經歷。這次的特別聚會，一開始
有弟兄就解釋特別聚會的意思，他說在這個聚會
中，需要每一位都擺上自己的那一份。弟兄交通
完後，我們在聚會中的感覺就有了轉變，沒有形
式或規條，乃是又新又活的聚集！當我唱到「作
神轉移時代的青年人」時，實在感覺又再一次被
神呼召，要作得勝者。
忠孝區／林姿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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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結晶讀經（一）信息要點－４
拾、基督作神與祂子民之間的平安，
使他們在交通中共同享受，而過
活力排的召會生活，並終極完成
於新耶路撒冷，作終極的平安
祭：
一、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燔祭、素祭、贖罪
祭、贖愆祭的結果，乃是享受基督作平安祭。
要享受基督作平安祭，是在兩個方面：第一個

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學
習享受基督作我們平安祭的祕訣，我們就能彀經
歷基督是神與祂的子民之間的平安，使我們在交
通中共同享受這一位基督。保羅說：
「在各事上，
並一切事上，我都學得祕訣。我在那加我能力者
的裏面，凡事都能作。」保羅已學得祕訣，使他
能彀過一個謙讓宜人、一無掛慮而活基督的生活。
二、基督是神與祂子民之間的平安，使他們在
交通中共同享受—參林前一 9。

三、我們需要學習過活力排之召會生活的秘
訣，召會生活作為筵宴之家，就是以基督為平安
祭的筵席，在此基督同愛祂的人能得着安息和滿
足－約十二 1～3。
四、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並在召會生活中享受基
督作我們的平安祭，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終
極的平安祭－啟二一 2。
我們也在團體的召會生活中，經歷並享受基督
作平安祭。約翰福音十二章的伯大尼之家是一個
筵宴之家，就是以基督為平安祭的筵席。在這家
中滿了馬大所表徵的服事，拉撒路所表徵復活的
見證，以及馬利亞在那裏倒出香膏，見證她向着
主的愛。所以我們在召會生活中，也要經歷基督
作平安祭。當我們這樣在召會生活中來享受基督
作平安祭，有活力排的召會生活，我們就能終極
完成於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將是平安祭的終
極完成。

拾壹、為著基督的身體經歷基督作平
安祭：
一、三一神乃是平安（和平）的神—羅十五
33，帖後三 16，加五 22。
二、由於人的墮落，人類中間有許多規條、風
俗、習慣、生活方式和敬拜方式；這一切已使人
類分裂、離散並混亂—弗二 14～15。
因着在人類當中，許多的背景跟天然的不同，
人的中間就有了仇恨。但基督在十字架上為我們
受死，就把猶太與外邦人中間隔斷的牆拆毀，成
就了和平。
三、沒有基督這成就和平者，宇宙中就不能有
和平，所以我們需要基督作我們的平安祭。
四、基督乃是為著基督身體的平安祭，啟示於
以弗所書，以及歌羅西書－弗二 14，西三 15。
歌羅西書中說到，要以基督的平安作仲裁，使
我們活在身體的生活裏。

拾貳、在主的筵席上享受基督作平安
祭的實際，以展示神經綸的全
幅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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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安祭表徵基督是我們與神之間的平
安，使我們能在交通和喜樂中與神並與人一同
享受基督—利三 1～17，民十 10，申二七 7。
二、平安祭可以取自牛群或羊群中不同的牲
畜，可以是公的或母的—利三 1。
三、作我們平安祭的基督，是沒有殘疾，就
是沒有罪和過犯的—利三 1。
四、把平安祭的血灑在壇的四邊（利三 2，8，
13），就是獻祭者站立之處，指明血是為著使獻
祭者的良心有平安，使他確信他的罪已經洗淨了
（來九 14 下）。
五、作平安祭的基督乃是為著五方的交通和
享受：神、供職的祭司、所有的祭司（祭司體
系）、獻祭者以及潔淨的會眾。
供物的脂油和內臟是神的分；作為舉祭的四種
餅和右腿是供職之祭司的分；作為搖祭的胸是為
着所有的祭司；供物的肉是獻祭者的分；祭牲剩
下的肉在潔淨的條件下，是為着所有的會眾。
六、脂油不可喫，表徵基督上好的部分乃是為
著神的滿足；血不可喫，表徵基督為著救贖我們
所流的血，完全滿足神公義、聖別、榮耀的要
求—利三 17。
七、羊羔表徵獻祭者享受基督的完全與美麗
（利三 7）；山羊（12）表徵獻祭者對基督的完
全與美麗享受不多，乃是享受祂替我們成為罪
（林後五 21）。
八、平安祭乃是一種燔祭，作神的食物，使祂
得着滿足和享受。
九、平安祭是基於神對燔祭的滿足（六 12）；
按照利未記一章一節至六章七節所陳明各種祭的
次序，平安祭也是神與人對素祭享受的結果。
十、利未記一章一節至六章七節五種祭的次
序，乃是照著我們實際的經歷，而六章八節至七
章三十八節的次序，乃是照著神經綸的全幅圖
畫。
願這一次藉着我們進入利未記，能彀作一班享
受基督作供物，而成就神永遠經綸的人。
－全文完

中彰投配搭德國杜賽朵夫開展報導（十八）
這兩週杜賽朵夫召會於週五至主日舉行錄影訓
練，報名參加的人數共四十一位，佔主日聚會人
數的三分之一。讚美主，聖徒們出代價買真理，
在追求、研讀的空氣中進入並享受利未記。藉着

考試與分間，弟兄姊妹消化所得着的啓示，彼此
講說、堆加，在身體中共同領畧基督的闊、長、
高、深。主日的錄影訓練更開放所有聖徒參加，
兩位波昂的學生上週難得來到杜賽朵夫主日，在

第八頁
聽完一堂信息後，喜樂地告訴我們聚會中的摸
着。盼望今後聖徒們藉着各樣的智慧，持續讓主
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他們裏面。
而在週四的校園福音裏，聖徒們接觸到幾位德
國學生，其中一位男學生願意下週與我們一同讀
聖經。上週弟兄姊妹們沒有發出一本聖經，因此
這週我們就減少了攜帶聖經的數量；沒想到接連
遇到好幾位敞開的學生，使得我們所攜帶的德文
聖經不彀發。一位基督徒甚至熱切地與我們擁
抱，並主動提出要與我們一同禱告，禱告中他求
主祝福祂在科隆的福音工作。這使我們十分受激
勵，看見主實在在科隆豫備了愛祂、尋求祂的青
年人，願神聖的啓示向他們開啓，使他們受吸引，
有分於神的經綸。
在近幾次的聚集中，弟兄們交通到因着杜賽朵
夫召會人數的增長，使得聚會場地逐漸不敷使
用。然而弟兄們一致認為，主並沒有給我們負擔
再租用新的會所，祂乃是要杜賽朵夫的聖徒移民
到其他城市，將祂的見證繁增到鄰近的科隆、波
鴻、亞琛、比勒費爾德、波昂，尤其是科隆與比
勒費爾德。弟兄們見證當他們為此同心合意的禱
告時，聖靈的水流在其中澎湃的運行。讚美主，
主要藉着移民開展在歐洲擴展祂的恢復，願祂在
德國各城市興起金燈臺，且照耀輝煌！
我們都必須宣稱，耶穌基督是全地的主。主需
要有人與祂合作。祂需要在地上有一個灘頭堡，
祂需要有一塊落腳的地方。我們必須藉着接受耶
穌的人性，學習與主合作。我們不要像那許多失
敗的基督徒，認為過正當的召會生活是不可能
的。這對主是一種羞辱，對仇敵是榮耀。我們必
須對仇敵說，就在主再來之前，在世上一定有些
結實的東西。我們都需要禱告說，「主阿，在你
回來之前，你必須在這黑暗的中心，着名的好萊
塢作一些事羞辱你的仇敵。主，讚美你，你要在
這城中建立一個召會，使撒但真正的蒙羞。」
（基
督是實際，第十四篇）願主在科隆及德國各城市，
興起剛強明亮的見證，成為祂回來的踏腳石。
代禱事項
一、為主在德國的二十八個城市，能於日後建
立金燈臺禱告，包含北威州之數個重要城市：杜
塞朵夫、埃森、科隆、亞琛、波鴻、比勒費爾德、
波昂等，盼能穩固當地現有的聖徒外，也能興起
聖徒或完整的家移民到這些城市當中。
二、求主加強波斯語聖徒的工作，在他們當中
興起中幹，擔負主的見證，並有分牧養的職事。

三、為各大專校園後續的開展並牧養禱告，求
主得着一班渴慕真理的青年人進入召會生活，在
各大學成為福音的出口，並耶穌的見證。
四、為參加國際華語特會的弟兄姊妹禱告，願
主保守聖徒們一路的行程，也使聖徒們藉着召會
參訪，看見台島召會生活的模型。
朱敏華

蒙恩見證
這週晨興聖言說到「認識我是耶和華」；耶和
華這名字說出神與人的關係，對我們乃是親密和
愛的名字，耶和華的意思也是「我是，那我是」，
惟有祂是「是」的一位，惟有祂一直是。這名也
和成就應許有關，要作我們一切的供應和享受。
我和晨興的同伴很珍賞神的名，因為姊妹住在離
杜賽朵夫較遠的地方，先生尚未得救，她正在大
學裏學藝術，因此在生活中有許多的環境。我們
常常為彼此代禱，藉着晨興享受耶和華是「那我
是」的一位，再得主加強。最近的交通中，弟兄
姊妹也常常點與神的名有關的詩歌，像是詩歌六
十一首說到：「恩主，耶穌，你名『我是』，寶
貴聖名，豐美、真實！我所需要全都在此－全在
你所是！」詩歌後面就說到我們所愛的主是生
命、是亮光、是復活、是知慧、是盼望…非常豐
富。我常覺得我還不彀認識祂是「我是」的那位，
願主繼續拔高我對祂經歷上的認識。
我的德語課最近也到了尾聲，大部份在上語言
班的弟兄姊妹也和我一樣，在豫備要來的考試。
考試內容包含聽力、閱讀、寫作和口說；而口說
部分我們通常會和班上的同學一組，可以一起練
習，一起應考。我班上的弟兄姊妹很多，因此我
和一位馬來西亞的姊妹一組。我想這樣太好了，
我們常見面，很容易約定時間一同練習。第一次
練習的時候，我們專注在許多方法上，注意自己
的語法上正不正確等等，但我卻總覺得少了甚
麼。直到第二次練習時，我想起我需要和姊妹禱
告到主面前。禱告時，我們就摸着在我們學習上，
主纔是，我們甚麼都不是，主是我們所需要的一
切。並且我們學習的德語，是為講說真理、傳揚
福音，這異象使我們從純粹為着豫備考試而轉向
主，叫我們學習與主是一。所以我很喜樂能和姊
妹同一組，時時受題醒並和姊妹在靈裏禱告，在
學德語的事上，認識耶和華是我需要的一切。
盧天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