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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5-3/11
为着神的满足和彰显取用基督作燔祭（诗歌：624）
Overview：神与我们之间最初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为自己活，而不为神而活。但是赞美主！基督在地上的生活是绝对为着神。这个基督就是燔祭。我们越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
就越看见我们是有罪的。然后，我们就比已往更深地以祂作我们的赎罪祭，这使我们更多地享受祂作燔祭。我们自己虽然无法完全为着神而活，但是与基督联结成为一，我们活
基督，就可以为着神而活。我们越取用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祂优美的外在彰显就越归给我们，使祂得着显大，我们也越享受基督作遮盖、保护并保守我们的覆罩能力。燔祭指明
我们有心在今世绝对为神而活。燔祭的结果－灰表征我们天然的人被消减到无有。我们正在被消减成灰，最终成为新耶路撒冷，作神的彰显。
Ⅰ．那作神食物，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燔祭，（利一1 ～ 17，六8 ～ 13，）表征 Ⅲ．借着按手在作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祂联结，祂与我们就成为一：Ａ．在这样的联结，
这样的联合里，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祂担负，祂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Ｂ．借
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祂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神：
着这样的联结，基督与我们成为一并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重复祂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燔
Ａ．基督作为燔祭，被牵去宰杀。
祭的生活。
Ｂ．基督作为燔祭，被宰杀。
Ⅳ．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作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可以在基督作燔祭的经历上经历祂，并不是在外
Ｃ．基督作为燔祭，被“剥皮”—脱去祂人性美德的外表。
面模仿祂，乃是在日常生活中活祂：
Ｄ．基督作为燔祭，被切成块子。』
Ａ．我们需要在基督被牵去宰杀的事上经历祂。
Ｅ．基督在智慧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头所表征。
Ｂ．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宰杀的事上经历祂。』
Ｃ．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剥皮的事上经历祂。
Ｆ．基督在祂为神所喜悦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脂油所表征。
Ｄ．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切成块子的事上经历祂。
Ｇ．基督在祂内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内脏所表征。
Ｅ．我们需要在基督的智慧上经历祂。
Ｈ．基督在祂行事为人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腿所表征。
Ｆ．我们需要在基督为神所喜悦上经历祂。
Ｉ．基督在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上的经历，由洗燔祭牲的腿和内脏所表征。』
Ｇ．我们需要在基督内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经历祂。
Ⅱ．我们越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就越看见我们是有罪的；然后，我们就 Ｈ．我们需要在基督的行事为人上经历祂。
比已往更深地以祂作我们的赎罪祭，这使我们更多地享受祂作燔祭。
Ｉ．我们需要在基督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的事上经历祂。
Ⅴ．我们越取用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祂优美的外在彰显就越归给我们，使祂得着显大，我们也越 Ⅶ．我们正在被消减成灰，好成为新耶路撒冷，作神的彰显：
享受基督作遮盖、保护并保守我们的覆罩能力。』
Ａ．燔祭指明我们有心在今世绝对为神而活。
Ⅵ．我们需要以基督作燔祭敬拜父，使神得满足：
Ｂ．灰表征基督被消减到无有：１．主的愿望是要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被消减成灰。
Ａ．神要我们以基督作祭物的实际来敬拜祂；祭物乃是为讨神喜悦并使祂快乐。
２．我们既与被消减成灰的基督是一，我们也被消减成灰，就是被消减成为无有，成为
Ｂ．神饿了，祂需要食物；祭物乃是神的食物：
零。３．我们越与基督在祂的死里联合，我们就越认识自己已经成了一堆灰。
１．祭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作神的食物。
４．当我们成了灰，我们就不再是天然的人，而是被钉死、了结、焚烧的人。
２．燔祭乃是神的食物，使神可以享受并得着满足；只有神可吃这祭。
Ｃ．灰乃是神悦纳燔祭的标记：１．神悦纳燔祭，使其成为灰。２．神悦纳燔祭，意思
Ｃ．燔祭是为着神的满足，成就祂的愿望：
也是祂悦纳这供物如同脂油；对祂来说，脂油乃是甜美、可喜悦的。
１．燔祭乃指基督是绝对为着神的满足。
Ｄ．把灰倒在祭坛的东面，就是日出的方向，含示复活：
２．正确的敬拜是以基督为燔祭而满足神。
１．就着基督作燔祭而言，灰不是结束，乃是开始。
３．“燔祭”这辞原文是指上升之物；这个上升是指基督：ａ．唯一能从地上升到神那里的，乃 ２．灰的意思是基督已经被治死，但东面表征复活。
是基督所过的生活，因为祂是唯一绝对为着神而活的人。ｂ．基督作燔祭，乃是过一种完全且绝 ３．我们在基督里越被消减成灰，就越被摆在东边，而有把握太阳会升起，我们要经历
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1）借着按手在作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祂联结。（2）当 复活的日出。
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重复祂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燔祭的生活。
Ｅ．这些灰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
４．“怡爽香气”原文意，安息或满足的香味，亦即一种使神满足的香味：ａ．怡爽的香气，就 １．基督的死把我们带到尽头，把我们消减成灰。２．基督的死带进复活，而在复活里，
是一种带来满足、平安与安息的香气；这样一种怡爽的香气对神乃是享受。ｂ．当我们以基督作 这些灰要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
燔祭的实际敬拜父，一种使神悦纳的香气就上升到神那里，使祂满足。ｃ．神既得着满足，就将 ３．我们被消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三一神的变化里。
祂甜美的悦纳赐给我们；这就是燔祭的意义。』
４．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宝贵材料来自灰的变化。
Ｆ．我们作燔祭的结果，将完成神的经纶。』

第一日：利1: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2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
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3 他的供物
若以牛为燔祭，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他要在会 幕 门 口 把 公 牛 献 上 ，
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
纳，为他遮罪。

5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
门口、坛的四边。6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
7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列在火上。8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
要把肉块、头和脂油，摆列在坛上火的柴上。9 但燔祭牲的内脏与腿，那人
要用水洗。祭司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怡爽香气
的火祭。

赛53:7 …祂像羊羔被牵去宰杀，又像羊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祂也是这样不
开口。
第二日： 路2:52 耶稣在智慧和身量，并在神与人面前所显明的恩典上，都不
断增长。
太3:17 …看哪，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4:1 随后，耶稣被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诱。
约6:38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
的意思。
第三日： 利1: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遮罪。

林后4:11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
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第四日： 林前4:12…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13 被

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直到如今。
加1:10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或者我是要讨人的喜悦么？
若我仍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

腓2:5 你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
1:8 神可为我作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
第五日：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
藉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来13:15 所以我们应当藉着耶稣，常常向神献上赞美的祭，这就是承认主名
之嘴唇的果子。
第六日： 利6:10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
上燔祭所烧成的灰收起来，放在坛的旁边；11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
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申言预备》

经历①：经历作为燔祭的基督
借着按手在作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祂联结。我们与祂，祂与我们
就成为一。这样的联结，这样的联合，指明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缺失和过失，
都由祂担负，而祂一切 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这不是交换，这是联结。
我们可能领悟自己完全不够资格，完全无望。这是我们实在的光景。但当我
们按手在基督身上时，我们的弱点由祂担负，而祂的刚强之处，祂的美德，成了
我们的。不仅如此，就属灵一面说，借着这样的联结，祂与我们成为一并活在我
们里面。祂活在我们里面时，就在我们里面重复祂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燔祭
的生活。我们凭自己无法过这种生活，但祂能在 我们里面活出这种生活。我们
借着按手在祂身上，就使祂与我们是一，也使我们与祂是一。这样祂就在我们里
面重复祂的生活。这就是献上燔祭。
接受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不需要我们 经历基督所经历的。然而，
要接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就需要经历基督所经历的。
我们若在基督作燔祭献给神的经历中经历了基督，就会领悟我们该象基督那
样，被牵去宰杀。我们可以将这应用在婚姻生活的事上。在丈夫与妻子之间的争
吵中，倘若双方，甚至其中的一方，在基督被牵去宰杀的经历中经历祂，这争吵
就要被吞没。在召会生活中，我们若在基督被牵去宰杀的经历中经历祂，召会中
的难处也同样会被吞没。

在职青年篇
基督作为不知罪的一位，替我们被定了罪。那是为了我们被称为义。这是作
为赎罪祭的基督。还有，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复数)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作为赎
愆祭的基督。赞美主。你只是蒙祝福。这些并不能让你经历基督所经历的。因为
基督是没有罪的,而你是有罪的。但是，关于燔祭，基督所经历的你也需要经历。
譬如，在工作岗位上，你被安排了跟你不和的上司，讨厌你的同事。可是，
你没有改变那种环境的权限。其实，这样的环境是主在祂主宰里所做的。你要顺
服主的主宰，然后请如下祷告，“喔主耶稣，我对这样的工作环境非常困惑。可
是，我在公司里没有改变这个事的权限。主耶稣，我学习服从公司这样安排的的
上司。还有，来到作为真正的主宰者的你面前，服从你。请赐恩给我。在这个环
境中，学习不发牢骚，学到我该学的事。感谢主”
。
神安排所有环境，使你可以变化。你很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对你来说是最
好的,但是，神知道。

罗 8:27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
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

经历②：为了经历基督作智慧，必须活基督
林前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在利未记一章，基
督的智慧是由燔祭牲的头所预表。…我们若要接受基督作我们的智慧，就必须活
基督。正确的基督徒生活，一种住在主里面，使我们享受祂生命的生活，乃是不
凭自己，只凭基督来作事的生活。
我们也可以在基督是神的喜悦上经历祂。主耶稣总是神的喜悦。…我们今天
若过一种以基督作我们燔祭的生活，我们也会成为神的喜悦。…保罗就是这样经
历了基督。他在加拉太一章十节说，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
或者我是要讨人的喜悦么？若我仍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
（加
1:10）。保罗所过的生活，乃是基督之生活的重复，常常讨神的喜悦。所以，他
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
基督的心肠指祂所是内里的各部分，包括祂的心思、情感、意志和心，连同
这些部分一切的功用。我们心肠（我们内里所是）的首要部分乃是心思。…基督
里面所思念的，今天该是我们所思念的。这就是说，我们该以祂的心思为我们的
心思。我们应该是一班没有自己天然心思，却有基督心思的人。
中高中生篇
请你在学校生活的学习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上，经历基督做智慧。为此，你
不可以只寻求奇迹般的基督的智慧。即使你这样求了，也没有任何效果。为了经
历基督的智慧，需要被基督充满，活基督。为此，请操练以下几点。
1. 早睡早起：李弟兄说，享受主最好的时间是在早上 6 点到 7 点。为此你必须
实行早睡。尽可能在晚上 11 点之前，最晚 12 点前就寝。睡觉时，向主祷告
说：“哦，主耶稣，希望能与你一同在安息里入睡。睡觉的时候也求你的恩
典同在。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就会做噩梦，睡姿不好，不能有好的睡眠。还
有，明天早晨，在闹钟响之前，请唤醒我。阿们！
”这样，一年 365 天，一
星期 7 天，每天祷读主的话，实行晨晨复兴。这些享受，会在你里面成为每
天的供应、累积。
2. 日日更新：借着每天早上被复兴，每天同主一起去学校，一点点地操练活基
督的生活。
3. 学习将心思置于灵、凭主而行：请你首先在学习上，经历基督作智慧。以晨
晨复兴和日日更新为基础，学习的时候将心思置于灵里，与主一同思考、理
解、记忆。还有，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怎样行事为人才好，需要从主得到
智慧。
林前 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
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624 集会 ― キリストを展覧する
1.

すべてのしゅうかい， 主と主のゆたかを，
みかみのーかてとし， 展覧しよう，主を。
(復) 展覧しよう，主を， 展覧しよう，主を，
主のとみを持ち来て， 展覧しよう，主を。
2. 主により生き，また 主によりたたかわん;
主によりーむすばれ， 展覧しよう，主を。
3. わがあゆみすべて， 主を実際となして，
しゅうかいーたびごと， 展覧しよう，主を。
4. かみのためつどい， 手に主，持ち寄らば，
かみと主ーたのしまん， 展覧しよう，主を。
5. 復かつ，しょう天の主， 薫香としささげる;
みかみ満ーぞくする， 展覧しよう，主を。
6. しゅうかいのちゅう心， ほう仕，ふん囲気も，
主を展覧ーするため， 展覧しよう，主を。
7. あかしもいのりも， おしえ，まじわりも，
たまものーすべてで， 展覧しよう，主を。
8. ちちにえい光帰し， 御子をたかく上げ，
ひつ要満ーたすため， 展覧しよう，主を。

624 聚会─展览基督
一
每逢聚集带来基督，将祂所赐有余丰富，
同来献上作神食物，如此展览基督。
(副)前来展览基督，前来展览基督；
共同带来祂的丰富，前来展览基督。
二
凭祂生活，靠祂争战，在祂身上经营无间；
藉祂丰富彼此结联，为要展览基督。
三
凡我所是、所行、所历，都是基督作我实际，
好使我们每逢聚集，都能展览基督。
四
聚会为神带来基督，彼此享受祂的丰富，
且得与神同享基督，如此展览基督。
五
复活基督作神馨香，升天基督向神举上，
使神满足供神欣赏，如此展览基督。
六
聚会中心、聚会实际、所有服事、所有空气，
除此之外别无目的，全为展览基督。
七
所有见证、所有祷告、所有灵中彼此相交、
恩赐运用、一切教导，都为展览基督。
八
为使父神得荣称许，为使基督得到高举，
并使聚会应付所需，必须展览基督。

864. Meetings - Exhibiting Christ
1 Whene'er we meet with Christ endued,
The surplus of His plenitude
We offer unto God as food,
And thus exhibit Christ.
(C)Let us exhibit Christ, Let us exhibit Christ;
We'll bring His surplus to the church
And thus exhibit Christ.
2 In Christ we live, by Christ we fight,
On Christ we labor day and night,
And with His surplus we unite
To thus exhibit Christ.
3 Our life and all we are and do
Is Christ Himself, the substance true,
That every time we meet anew
We may exhibit Christ.
4 In meetings Christ to God we bear
And Christ with one another share,
And Christ with God enjoying there,
We thus exhibit Christ.
5 The risen Christ to God we bring,
And Christ ascended offering,
God's satisfaction answering,
We thus exhibit Christ.
6 The center and reality,
The atmosphere and ministry,
Of all our meetings is that we
May thus exhibit Christ.
7 The testimony and the prayer,
And all the fellowship we share,
The exercise of gifts, whate'er,
Should just exhibit Christ.
8 The Father we would glorify,
Exalting Christ the Son, thereby
The meeting's purpose satisfy
That we exhibit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