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3/19-3/25
素祭的异象及享受（诗歌：补 125 主是生命种子）
Overview：基督的人性，在 Ⅰ．素祭预表在神人生活里的基督：
各方面都是柔细、完全、柔 Ａ．细面是素祭的主要成分，表征基督的人性，在各方面都是柔细、完全、柔和、平衡、正确
和、平衡、正确的，没有过 的，没有过度或不及之处；这表征基督人性生活和日常行事为人的优美和卓越。
度或不及之处。这个人性就 Ｂ．素祭的油表征神的灵作基督的神圣元素。
是素祭的实际。我们与神之 Ｃ．在素祭里，细面与油调和，表征基督的人性与圣灵调和，也表征祂的属人性情与神的神圣性情调
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和，使祂成为神人，独特地兼有神性和人性，并没有产生第三性。
人性不均衡。我们若吃基督 Ｄ．素祭中的乳香，表征基督在祂复活里的馨香；乳香加在细面上，表征基督的人性含有祂复
作素祭，就会成为我们所吃 活的芬芳：』
的，并且凭我们所吃的而活。１．四福音描绘基督在祂的人性里调着祂的神性而生活，且从祂的受苦中彰显复活。
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接触具 ２．基督被那灵充满并被复活浸透的生活，对神乃是怡爽的香气，使神得着安息、平安、喜乐、享
体实化在话里的那灵，我们 受和完全的满足。
Ｅ．素祭所用以调和的盐，表征基督的死或基督的十字架；盐的功用是调味、杀菌和防腐：
就吃耶稣的人性生命和生
活，并被耶稣所构成，耶稣 １．主耶稣一直过一种调盐的生活，就是在十字架下的生活。
的人性生活也就成为我们的 ２．甚至在基督实际被钉十字架之前，祂就已经天天过着钉十字架的生活，否认祂的己和祂天然的生
人性生活。素祭不是凡俗的 命，在复活里 活父的生命。
食物，乃是单单为着在召会 ３．神的约基本的因素是十字架，就是基督的钉死，由盐所表征；借着十字架，神的约得蒙保守，为
永久的约。
生活中真正且实际上是祭
司，在福音祭司的职分里事 Ｆ．素祭没有酵，表征在基督里没有罪或任何消极的事物。
Ｇ．素祭没有蜜，表征在基督里没有天然的感情或天然的良善。
』
奉神的信徒。

Ⅲ．素祭预表召会生活，就是被成全之神人所过的团体生
活：
Ａ．基督的生活和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产生一个总和—召会
生活，作为团体的素祭。
Ｂ．素祭的召会生活可见于哥林多前书：
１．基督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人。
２．保罗对哥林多人的嘱咐—“要作一个人”）—意思
就是我们该有耶稣那高超的、拔高的人性。
３．召会生活乃是为那灵所调抹、并用那灵调抹、且与
那灵联合之人性的生活。
４．我们今天正在享受之神的恩典，就是复活的基督作
为赐生命的灵。
ａ．我们必须同着基督天天向己死，好使我们能同着基督天天
向神活。
ｂ．我们必须留于我们在其中蒙召的身分里，与神是一，
并有神与我们同在，而证明复活的实际。
ｃ．我们的劳苦必须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
才干，乃是凭着主作我们复活的生命和能力。
５．我们必须享受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召会中一切难
处的解答。
６．我们必须享受基督作我们无酵的筵席。
７．在召会生活中，天然的生命必须被盐，被基督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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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素祭预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乃是
基督之神人生活的翻版：
Ａ．我们若吃基督作素祭，就会成为我
们所吃的，并且凭我们所吃的而活。
Ｂ．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接触具体实化
在话里的那灵，我们就吃耶稣的人性生
命和生活，并被耶稣所构成，耶稣的人
性生活也就成为我们的人性生活，有祂
那被神性所充实之人性的特征如下：』
１．耶稣的人性尽了全般的义。
２．耶稣的人性没有安歇的地方。３．耶
稣的人性是心里谦卑的。４．耶稣的人
性爱软弱的人。５．耶稣的人性富有弹性。
６．耶稣的人性是服事人的。７．耶稣
的人性是顾惜人的。８．耶稣的人性是
有次有序，毫不散漫的。９．耶稣的人
性是受时间限制的。
10．耶稣的人性是独特的。11．耶稣的
人性知道该在何时哭。12．耶稣的人性
是卑微的。』

Ⅳ．我们必须看见素祭的条例；献祭的条例乃是关于对基督作供物之享受的条例和规条；供物的实际既是
基督，献祭的条例就符合基督生命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这些条例指明，甚至在享受基督的事上，我
们也不该没有规律，乃该受生命的律所规律：
Ａ．
“在耶和华面前”表征素祭是在神的同在中献给祂，
“在坛前”表征献素祭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有关；
祭坛是十字架的预表。
Ｂ．素祭中的一些细面和油，以及全部乳香，乃是神的食物；这表征基督那超绝、完全、被灵充满、且被
复活浸透的生活中，相当大的部分都献给神作食物，供祂享受；这部分使神十分满足，以致成为记念；素
祭其余的部分，包括细面和油，（但不包括乳香，）乃是给事奉之祭司的食物：
１．燔祭是神的食物，使神满足；素祭是我们的食物，使我们满足，其中也有一分与神分享；正确的敬拜是以
基督为燔祭而满足神，并以基督为素祭而得满足，也与神分享这满足。２．所有的素祭都是献在坛上的火祭，
这表征基督在祂的人性里作食物献给神，经过了试验的火；利未记二章的火，表征那是烈火的神，不是为审判，
乃是为悦纳；素祭被火烧尽，表征神悦纳了基督作满足祂的食物。
Ｃ．素祭不是凡俗的食物，乃是单单为着在召会生活中真正且实际上是祭司，在福音祭司的职分里事奉神的信
徒。
Ｄ．素祭中祭司的分，要在圣处不带酵而吃，表征我们是在分别、圣别的范围里，且是没有罪（酵）的，
为着我们的事奉享受基督作生命的供应；会幕既预表召会，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素祭，就表征我们该在召会
生活的范围里，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
Ｅ．烤素祭时不可搀酵，表征我们在基督身上劳苦，有分于祂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必须是无罪的。
Ｆ．素祭的条例把我们指向赎罪祭和赎愆祭，表征我们若要享受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就必须对付我们
堕落性情里的罪，以及我们行为上的诸罪（过犯）。

字架所消杀。
８．神渴望每个地方召会都是素祭，使祂满足，并且每天
给圣徒完满的供应；这意思是，我们要吃召会生活，因召
会生活要成为我们每天的供应。』

Ｇ．那些有分于基督作生命供应的人，该在神圣的生命上是刚强的（男丁），也该是事奉神的人，即神的
祭司（亚伦的子孙）。
Ｈ．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儿子们献上素祭，表征享受基督作生命的供应与祭司的事奉有关。
Ｉ．细面一伊法的十分之一，作为常献的素祭，早晨 一半，晚上一半，表征对基督享受拔尖的那一 分，即
十分之一，该为着神，而这种对基督的享 受，在我们祭司的事奉中该一直持续。

第一日:利未2:1 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就要用细面浇上油，

加上乳香，4 你若献炉中烤的物为素祭作供物，就要用细面，作成调
油的无酵饼，或抹油的无酵薄饼。
来1:9 你爱公义，恨恶不法；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欢乐的油膏你，
胜过膏你的同伙。”
第二日: 利未2:11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搀酵；因为你们不可

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13 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
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你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
献。
加2: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
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第三日: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

安。13 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但你们若靠着那灵治死身体
的行为，必要活着。
弗6：17 还要藉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
那灵就是神的话；
第四日:林前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

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
一个饼。
16：13 你们要儆醒，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要作大丈夫，要刚强。
第五日: 利未6:14 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

献在耶和华面前。16 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酵
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
罪与死的律。
第六日: 利未6:17 烤的时候不可搀酵。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

他们的分，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愆祭一样。18 凡献给耶和华的火
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分；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
例。凡触着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

《申言稿》

经历①：在召会生活中祷读主话,内里被耶稣构成
我们若吃基督作素祭，就会被基督构成。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祂乃
是细面，被圣灵作油所调抹，常常加上了盐；祂也活在复活里，有乳香的
味道。但在祂身上没有酵或蜜。所以，祂能作素祭。
我们今天的光景也应该是这样。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该是基
督之生活的翻版，复印。罗马八章清楚启示这点。这章把基督与我们放在
一起。这里我们有基督的人性、生命之灵、十字架和复活，四者如同一个，
交织在一起。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该有怎样的生活。
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过一种为人生活，像主耶稣所过的那样；只有祂能
过这样的生活。但我们借着来到祂的话跟前，运用我们的灵祷读主话，就能
随时接受主耶稣。我们这样作的时候，就接触了那灵，那灵也就将主耶稣供
应我们作我们的滋养。因为我们所吃的就成了我们的所是，所以我们越吃耶
稣，就越被耶稣所构成。借着吃耶稣的人性生活，祂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的。
自然而然的，不用凭自己努力，我们就会像耶稣一样的谦卑和圣别。这就是
享受主耶稣作我们的食物，使我们过一种够资格事奉神的生活。
在马太十一章中，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
且要跟我学。”耶稣不是说，祂外表柔和谦卑，乃是说祂心里柔和谦卑。
许多时候，我们表现得柔和谦卑，但心中乃是自高和骄傲。这永远无法建
立召会生活。…耶稣的人性是最高尚的人性。这是真实的素祭。
中高生篇
你要学习在内里成为基督徒,在内里经历基督卓越的人性。因为学校的
教育和社会的道德里没有神圣的光,不会彻底地暴露人内里的情形,而注意
外在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仅仅修饰外在的话,遇到困难的情形发生时,你内
里的真实状态会被暴露出来。
在召会生活中,神是真实、实际、光,所以会光照、暴露人的内里。主
是内心谦卑的人,我们因着有分于耶稣的人性，也应该成为内心谦卑的人。
因为召会生活是神的王国，摸着人的内里，所以也摸着人的根本问题。请
你从中高生的时候开始经历内里被光照、暴露，认自己的罪、缺点、软弱。
这样的经历摸着人内里的根本问题，所以伴有基督和召会的学校生活，远
远胜过没有基督和召会的学校生活。在伴有基督和召会的学校生活中，如
果你能学习从内里做基督徒，在你成为大学生的时候，你的人性会远优于
你的同学。
詩篇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
比如说，在班级里有人被霸凌。因为有的人没被霸凌，自己也加入到
霸凌里。其他人看到霸凌也装作没看见。也就表明，这世界上的道德教育
即使是好的，也没有彻底的暴露人的内里，没有在内里培养人的正义感。
你作为基督徒，要认自己想逃避这种情形的罪，然后在与主的交通中，有
智慧地跟老师和同学沟通、同情怜悯被霸凌的人。要做这些事的时候，你
需要跟带领你的弟兄姊妹交通，请他们祷告，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经历②：藉着饼的素祭的召会生活得喂养
素祭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是调着油的细面，或是饼。面的素祭表
征个人的基督，也表征个别的基督徒。饼的素祭表征团体的基督，就
是基督同祂的身体，召会。新约启示，个人的基督已经成了团体的基
督，由饼所表征。保罗说，“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
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这一个饼就是素祭的“饼”。素祭
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团体的一面。今天基督不是用个人的方式活着。
祂和祂的身体、召会一同活着。基督在神的面前以团体的方式活着。
祂是元首，祂有身体和其肢体。因此，饼的素祭有召会生活。
为着召会生活，我们需要作有油的人，就是被那灵，且以那灵所
调抹的人。不仅如此，我们不该有酵或蜜，而该有盐和乳香。我们的
生活中该应用许多盐，就是十字架的死，也该满了复活。这才是正确
的召会生活。…没有盐就没有素祭。素祭必须加上盐。…在召会生活
里，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感情该受到对付。这就是说，召会生活中不
该有蜜。我们都喜欢天然并活天然的生命，但在召会生活中，不许可
有天然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必须被治死。
在职青年篇
素祭有基督个人的一面和召会生活团体的一面。你不只是吃素
祭的基督，也要吃素祭的召会生活。素祭的细面(耶稣的人性)调着
表征圣灵的油，加上表征十字架的盐和表征复活的乳香。并且，素
祭没有表征罪的酵和表征天然的爱的蜜。这样看来，你就知道素祭
对你而言是真正的健康食品。
你藉着操练灵祷读、借着摸着主话里具体化的那灵，被耶稣所构成、
让耶稣的人性生活成为你的人性生活。你在召会生活中就可以吃团体的
素祭。在家聚会、小排聚会、主日的分区聚会里，要操练灵、将心思置
于灵里、仔细注意地听弟兄姊妹交通。并且你要将你所享受的东西分享
给其他人。这样互相教导、人人申言的聚会，就是喂养你的饼的素祭。
关于买下鱼崎会所之弟兄的见证：京都大学大学院留学生的新人弟兄
及其姊妹，周末都会到神户过召会生活。他们毕业时，有从主而来的
负担，要在本山会所附近买公寓。我听到时，感到很不可思议，觉得
为什么要买。仔细听之后，他们说要为着之后来的留学生而买的。我
深受他们如此的奉献而感动、得光照。之后，藉着与主要的弟兄姊妹
祷告、交通，感到有主的带领买第二个会所，就寻找物件，并在两个
月后的 2004 年 11 月以市价约三分之一的价格买下鱼崎会所。这是当
时政府在强力进行银行的不良债权的处理，2005 年 1 月以后就没有这
样的物件了。在召会生活里的新人弟兄姊妹奉献的见证，让我得到喂
养，使我能够见证及时买到鱼崎会所的事。

補 121 命の中の成長による建造
2. たねせい長し、
小むぎを生み出す。
いのちはつ芽し、
はたらきつづく。
ひとつぶだけでは
表現とならず、
むぎつぶはともに
ブレン ディングされる。
このたねはイエス！ 小むぎもイエス！
むぎつぶはともに
ブレン ディングされる。
3. 個人の小むぎもう
自由ではなく、
つぶはともにひかれ、こなになる。
小むぎはパンに
かたちづくられ、
ちょう和し、からだを けいせいする。
われらはひかれ、
うちなる主は、
個人のつぶを
からだに構成する。
4. こくもつはのう場で せいちょうし、
クリスチャンは
せい長しいちとなる。
それはしょう会を
建ぞうするため、
かみとひとはともに ホームを持つ。
かみののう場は
建ぞうのため、
かみ、ひとともに住み、いちとなる。
7. のうじょうに植えられ、せいちょうし、
小むぎとなり、
こくもつひかれる。
建ぞうのため、
つくり変えられて、
金、ぎん、宝せきに けいせいされる。
農場より宝せき
生み出されて、
主は価値ある真珠、 はなよめ得る。
1242 The Lord, the seed of life, has sown
2. The growth of Christ, the seed, in us
Will soon produce the wheat,
The life within break forth—yet work
Divine is not complete;
For wheat alone can never be
The seed’s expression true;
So all the grains must blend together
Into something new.
The seed is simply Jesus;
Now wheat is Jesus too!
The grains of wheat must blend
Together into something new.

補 125
3. The individual grains of wheat
No longer must be free,
But crushed together, ground to powder,
Every grain must be,
Until the wheat becomes the meal
From which the loaf is formed
Till all the saints will blend and to
His Body be conformed.
We all must take the grinding
until the Christ within
Can mold into His Body all the
individual grains.
4. The seed is planted, wheat is grown
And meal is the sum
Of all the growth upon God’s farm,
Where Christians grow as one;
But all the growth in life is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church,
That God and man may have a home
And both may end their search.
The farm is for the building,
for God and man a home,
Where both may dwell among
His people gathered into one.
7. The growth in life begins when planted
On God’s farm we’re found:
The growing seed becomes the wheat
From which the meal is ground.
But building work proceeds when meal
Submits to be transformed;
Then gold and silver, precious stones
For building will be formed.
The farm is for the building,
built up by precious stones,
From which the priceless pearl comes
forth to be His Bride, His own.

主是生命種子

1. 主是生命種子，
祂要發苗漸漸長大，
祂不需要規條，儀文，
藉此，包羅萬有生命
何等奇妙的種子，
祂撒在我的裡面，
2. 我們許多個別麥粒
所有麥粒必須
直到麥子磨成細麵
所有聖徒相調為一，
我們都須被磨細，
所有個別麥粒
3. 種子已種，麥子長成，
我們乃是神的田地
所有生命的長大
讓神和人得一居所
生命是為著建造，
在此神與祂子民
4. 神的建造乃在於
為著變化，
麥子不能停在細麵階段
必須經過生命變化
細麵須經歷痛苦，
然後建造在一起，
5. 生命變化完全成熟，
簡單、珍貴、包羅萬有、
榮耀之主死而復活，
終於得著召會─新婦，
珍珠是祂心所要，
這是祂心愛配偶，
6. 願主保守我們靈裡貧窮，
使我們作好土，
直到目標達到，
得著無價至寶─珍珠，
主，倒空我們的靈，
叫我們生命成熟

已經撒在我們心裡，
長成祂的身量。
只需活水澆灌；
就要逐漸成長。
就是耶穌我主，
長大並達到成熟。
不能沾沾自喜，
一起接受搗碎磨細；
並作成一個餅，
模成主的身體。
直到失去自己，
都模成祂一個身體。
細麵是那成品，
在合一裡長進。
是為著建造召會，
不再無家可歸。
神與人可安息，
大家都和睦同居。
精金、寶石和銀子，
細麵需經多少壓榨苦楚！
自滿自足，
成為金銀寶石。
纔能變成寶石；
完全達到祂旨意。
結出一顆珍珠，
且是滿有價值。
經過生產之苦，
叫祂心滿意足。
新婦是祂所悅；
單純淨、又寶貝
清心向主；
生命種子長大，豐富。
同被建造，你能滿足，
就是你的新婦。
使我們心純淨，
成為你心愛新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