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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神乃是
烈火：
希 伯 來 書
12:29 因 為
我們的神乃
是烈火。

Ⅱ．對神一
切的事奉，
都必須根據
於燔祭壇上
的火：

事奉的根據—祭壇的火

建造召會的事奉＃6

Ａ．作爲那焚燒者，神是聖別的；聖別是祂的性情，凡與祂聖別性情不符的，祂這烈火就要燒盡。
Ｂ．在但以理七章九至十節，主的寶座乃是火焰，其輪乃是烈火，從祂面前有火河流出；這裏的火指明神是絕對公義、全
然聖別的。
Ｃ．主耶穌來要把火丟在地 １．基督神性的榮耀得以釋放出來，乃是把火丟在地上。
上：
２．這火乃指屬靈生命的衝力，出於主所釋放的神聖生命。
Ｄ．神的七靈是寶座前的七盞火燈；這些火燈是爲着執行神的行政。
Ｅ．在荊棘中焚燒的火焰乃是三一神，就是復活的神。
出 3: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中火焰裏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燬。
Ｆ．神的話是火，焚燒我們和我們所信靠的許多事物。
Ｇ．那些有心願事奉神的人，必須認識神是焚燒並加力的烈火；當神來到地上時，火也來到地上；當神進到人裏面時，火
也進到人裏面，在人裏面焚燒。
Ｈ．燔祭壇上焚燒 １．這火從天上降下來之後，就在壇上一直燒着。
的火是從天上降下 利未記9:24 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燒盡了壇上的燔祭和脂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面伏於地。
來的：
２．神聖的火，就是焚燒的三一神，使我們能事奉，甚至犧牲我們的生命。
Ａ．人在神面前所有的事奉，都必須源於燔祭壇上的火，都必須是燔祭壇上的火燒出來的。
Ｂ．神要以色列人根據這火而事奉；燒香就是他們在神面前的事奉，而他們燒香所用的火必須取自祭壇上的火。
Ｃ．我們的事奉必須是神的火燒出來的。
１．這火該是我們裏面的熱力，推動力，衝擊力；我們若有這火，我們的事奉就是出於神，不
是出於我們自己。
Ｄ．火是熱力的來源；我
２．新約事奉的熱力和動力出自天上的火，這火降下來燒在那些加利利漁夫身上，作了他們裏
們的事奉要有熱力，就必
面的熱力和動力。
須經過祭壇的火燒：
３．這火是燒在那些愛神、把自己獻給神、肯爲神捨棄一切、肯把自己擺在神手裏被破碎的人
身上。
１．對於我們的事奉，神只作一件事，就是把祂的火燒到我們身上。路加 12:49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
Ｅ．祭壇的火乃是 若是已經著起來，那是我所願意的。羅馬書 12: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事奉真實的動力： ２．我們若是誠心的把自己獻給神，天上的火就會燒到我們身上；這個燒就變作推動我們的熱力，結果
就燒出我們的事奉來。
Ｆ．祭壇的火燒出 １．燔祭壇就是主耶穌的十字架，而火就是那靈。
有力的事奉：
２．真實事奉的根據乃是認識十字架，把自己擺在十字架上，讓神得着，讓神聖的火燒在我們裏面，這
才產生事奉。

Ｇ．經歷祭壇火燒的人，就用金、銀、寶
石建造：哥林多前書 3:12 然而，若有人
用金、銀、寶石，木、草、禾秸，在這根
基上建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
那日子要將牠指明出來；牠要在火中被揭
露，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是那一種的。

１．這樣的工程滿了神的成分，滿了十字架的能力，也彰顯神。
哥林多前書 1:18 因為十字架的話，對那正在滅亡的人為愚拙，對我們正在得
救的人卻為神的大能。腓立比書 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
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
現今也照常顯大，
２．只有經過火的工程，才是金、銀、寶石的；不是經過火的工程，就是木、
草、禾稭的。
３．有一天，各人的工程要被試驗；如果我們的工程是火燒出來的，就要經得起火
燒的試驗。
Ａ．根據豫表，祭壇以外任何的火都是凡火。
Ｂ．拿答與亞比戶的失敗在於他們沒有用祭壇上的火。
Ｃ．凡火就是己的火，就是屬魂生命、血氣生命和天然生命所發出來的火：利未記9:24 有 １．凡火就是己的生命干涉神
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燒盡了壇上的燔祭和脂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面伏於地。6:13 火要在 的工作。
Ⅲ．我們絕
壇上一直不斷的燒著，不可熄滅。馬太 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 ２．工作雖然是神的，可是己
不可用凡火
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跟從我。25 因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喪失魂生命； 的生命要主張這些工作應當怎
事奉神，乃
凡為我喪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著魂生命。2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魂生命， 樣作。
要用祭壇上
有甚麼益處？人還能拿甚麼換自己的魂生命？
３．獻凡火，就是在對神的事奉上
的火：
用己的方法，藉着己的智慧，貫徹
己的主張。。
Ｄ．拿答和亞比戶受審判，不是因他們沒有爲神作事；乃是因他們照着天然的生命行事，用天然的方法爲神作事。
Ｅ．神不只注意有沒有火，也注意火的源頭和性質；我們的火熱必須來自於祭壇。
Ａ．帖前五章十九節的『銷 １．那靈正在我們裏面焚燒。
滅』一辭含示火：
２．那靈使我們的靈火熱，並使我們的恩賜如火挑旺，所以我們不該銷
Ⅳ．我們若要事奉神，就不可銷
滅那靈
滅那靈，反要將我們靈裏神的恩
１．提後一章七節的靈指我們由聖靈所重生並內住之人的靈。
賜如火挑旺起來，並要靈裏火
約翰 3:6 從肉體生的，就是肉體；從那靈生的，就是靈。
熱：提摩太後書 1:6 為這緣故， Ｂ．在我們的
ａ．將我們的恩賜挑旺起來，就是將我們的靈挑旺起來。
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 靈裏有火，我
２．將神的恩 ｂ．神所給我們的靈，是我們必須挑旺起來的；我們必須挑旺我們的
裡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
們需要將我們
賜如火挑旺起 靈，因爲屬靈的恩賜是在我們的靈裏。
來。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 的 靈 挑 旺 起
來與我們重生 ｃ．我們若要將我們的靈挑旺起來，就需要敞開口，敞開心，敞開靈，
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 來：
的靈有關：
並呼求主名。
明自守的靈。
羅馬書 10:13 因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Ｃ．如果我們不銷滅那靈而挑旺我們的靈，我們就會靈裏火熱服事主。

經歷
是，都該被十字架除去。我們天然的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
⓵這火是主來丟在地上的，這火也就是福音，能叫你事奉，叫你受逼 今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事爲人中，我們需要持守一個態度，就
迫，叫你捨命。火在個人方面完全看奉獻，奉獻在祭壇上有多少，火 是我們天然的人旣已被釘死，就必須被擺在一邊。
燒就有多大。若奉獻不彀，火就不着，所以我們的奉獻不能有所保留。 事奉篇：在召會的服事中，你天然的才能若是沒有經過死是無法派
新約事奉的熱力和動力不是出自人，不是出自那些加利利的漁夫，而 上用場。你的才能經歷過十字架在復活中被拉高、加強，變得對建
是出自天上的火。乃是天上的火降下來燒在人身上，燒在那些加利利漁 造召會有用處。拿答和亞比戶因為靠著天然的熱心、天然的才能獻
夫身上，作了他們裏面的熱力，作了他們的動力；因此從五旬節那天起， 上凡火，而被滅亡了。倚靠天然才能的人，因為不與神和弟兄姊妹
他們就能站起來，替神說話，傳揚福音，拯救罪人，設立召會。這些工 交通、不信靠神，結果就是高傲，高傲的結果就是分裂與破壞。必須
作的能力，一點都不是出於他們自己，那個能力的源頭是出於天，出於 要害怕自己將自己的意見、天然的愛情帶進召會生活。
從天上降下來的火。
彼得前書 5: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待，也都
結婚生活篇：在職者能夠轉換職業，學生能夠中途轉系或轉學。但是， 要以謙卑束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6 所以你們
預表基督與召會結合的婚姻，除了例外(死亡、不良品性、徹底離開 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時候，可以叫你們升高。
信仰)，無法分開這個結合。結婚生活必須有這天上的火不斷焚燒的 ③基督徒的生活是接受那靈感動並挑旺的生活。我們必須終日有那
靈。這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配偶有各種缺點、軟弱、 靈的感動、挑旺，並在我們裏面的運行、活動。因此，我們不可銷
不良的生活習慣等等(你自己也一樣)。不管配偶的這些缺點如何， 滅那靈，反要挑旺裏面的熱火。
『銷滅』一辭含示火。那靈在我們
你要接納他、繼續愛他、繼續保守這婚姻的結合。這事是在於火熱 裏面是火熱的，我們不應當銷滅這火，而應當挑旺這火。
的靈、火熱的靈是在於你的奉獻。奉獻弱的話，靈就變冷，靈一冷愛 提摩太後書 1:6 為這緣故，我題醒你，將那藉我按手，在你裡面神
就無法持續。因此，你要更新奉獻、挑旺靈、維持夫妻的愛直到最後， 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7 因為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
擔當基督與召會的見證。
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②凡火就是己的生命干涉神的事情。事情雖然是神的，可是己的生 在職篇：提摩太後書 1 章 6 節說，「在你裡面神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
命要主張這件事情應當怎樣作。凡火，就是要在神的事情裏用己的 來。(to fan into flame the gift of God)」這說的像是燃燒木材或炭火時，
方法，藉着己的智慧，貫徹己的主張。凡火不只不會得着神悅納我 用扇子搧風挑旺一樣。為了要將神的恩賜、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
們事奉的香，並且要使我們死在神的面前。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 靈如火挑旺起來，你必須要搧風、挑旺你的靈成為火焰。職場上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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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困難的情況，不要發脾氣、膽怯、抱怨，應該要不斷將神的恩賜如
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的。』
（利未記 10:1）這表徵人所獻給神天 火挑旺起來。若是一直膽怯、你會銷滅靈。在職生活中不只要注意不
然的熱心、天然的喜愛、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能。…拿答和亞比 要銷滅靈，藉著與弟兄姊妹一同禱告、交通，要學習將你的靈如火挑
戶不是因他們沒有爲着神而受審判。他們受審判，是因他們照着天 旺起來。
然的生命行事。他們爲神作事，卻是用天然的方法…我們乃是藉着
走十字架的路，從天然的往前到屬靈的。凡我們在天然生命裏的所

910 望みと備え－キリストの再来のために用意する
1. ともし火にあぶら持ち
われら日々燃える!
主よ、われら霊にもどる、
あぶらを絶やさずに。
おお主! アーメン! ハレルヤ!
われら日夜燃える!
おお主! アーメン! ハレルヤ!
いま霊にもどる!
2. うつわにあぶらそなえ､
主の再りんを待つ。
ともし火を消さぬよう、
ぜんそん在満たせや。
おお、主イエス、満たせや!
まい時さらに満たせ!
おお、主イエス、満たせや!
実さいで満たせ!
3. 主の日まで燃えつづけ､
主に会うにいたる。
ともにこん宴にはいり、
つねに燃えかがやく。
主、はやく来ませや!
つねに燃えかがやく。
主、はやく来ませや!
はなよめ歓喜す。

中補 912 我們燈裡有油
1. 我們燈裡有油，靈裡焚燒，
我們燈裡有油，今朝！
主，不斷使我們 轉到靈裡，
使油源源不絕，燈不熄。
哦主！阿們！阿利路亞！
我們晝夜焚燒，燈不熄！
哦主！阿們！阿利路亞！
不斷轉回到靈裡！
2. 但我們的器皿必須有油，
你來時纔不致蒙羞。主，
浸透我們魂每一角落，
好叫我們全人滿了油。
哦！主耶穌，充滿我們，
每時每刻賜下你自己！
哦！主耶穌，浸透我們，
使我們滿了實際。
3. 滿了油纔能彀不斷焚燒，
直到主那一日來到。
我們要與新郎一同坐席，
光明燦爛歡然渡佳期。
主阿，快來！主阿，快來！
來看我們充滿且發光；
主阿，快來！主阿，快來！
接你佳偶永同享！

E1308 We have oil in our lamps—we are burning
1. We have oil in our lamps—we are burning!
We have oil in our lamps today!
To the spirit, O Lord, keep us turning,
Keep us turning, turning all the way!
O Lord! Amen! Hallelujah!
We are burning, burning every day!
O Lord! Amen! Hallelujah!
Turning, turning all the way!
2. But our vessels need oil for Thy coming;
We must gain a reserve supply.
So our vessels we give for the filling
That our lamps may never, never die.
Fill us, Jesus! Fill us, Jesus!
Every moment give us more of Thee!
Fill us, Jesus! Fill us, Jesus!
Fill us with reality!
3. Then we'll burn till the Lord comes to meet us,
Then we'll burn till He comes that day.
Then we'll go in with Him to the wedding
And be brightly burning all the way.
Come, Lord Jesus! Come, Lord Jesus!
Come and find us filled and burning bright!
Come, Lord Jesus! Come, Lord Jesus!
Come and in Thy Bride de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