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训练祂的子民敬拜并有分于祂，而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诗歌：165） 

Overview: 整卷利未记就是神从会幕这个建造中说话的记载。今天神的说话

是在祂的帐幕里，这帐幕就是召会。神训练祂的子民借着祭物和祭司体系敬

拜并有分于祂。按照圣言中的记载，宇宙的实际乃是作为帐幕与祭物的基督。

神训练祂的子民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利未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

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要我们成为“阿利路亚的人”，一直在主里喜乐。 

Ⅰ．在利未记中，神是在帐幕里，在会幕里，且在会幕里说话： 
Ａ．整卷利未记就是神从会幕这个建造中说话的记载。 
Ｂ．今天神的说话是在祂的帐幕里，这帐幕就是召会： 
１．按照预表的原则，神是在作祂帐幕的召会中说话；这会幕就是神的
出口，神说话的地方。 
２．帐幕的宝贵乃在于神的说话；今天召会的宝贵乃在于说话的神和神的
说话。 

Ⅱ．神训练祂的子民借着祭物和祭司体系敬拜并有分于祂：Ａ．基
督是祭物的实际：』 
１．那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燔祭，预表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祂在地上
的生活绝对为着神。 
２．素祭预表基督在祂完美的人性里是神的食物，也是那些与神交
通并事奉神之人的食物。 
３．平安祭预表基督是成就和平者，祂为我们受死，作了我们与神
之间的和平与交通，使我们能与神共同享受基督，在祂里面与神相
交，神人同得满足。 
４．赎罪祭预表基督是为我们成为罪的那一位，也是死在十字架上，对付
我们堕落之人罪性的那一位。 
５．赎愆祭预表基督是在自己的身体里担当我们诸罪的那一位，祂
在十字架上受神审判，对付我们的罪行，使我们罪的行为得着赦免。 
６．摇祭预表在爱中复活的基督。 
７．举祭预表在升天与高举里有能力的基督。 
８．奠祭预表基督是在神前，像酒一样倾倒出来，使神得着满足的
那一位，也是用自己作属天的酒浸透我们，而被倾倒出来，使神得
着享受和满足的那一位。』 
Ｂ．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作祭物的实际： 
１．祭物解决我们的问题，除去我们与神之间的隔阂。 
２．祭物使我们能享受神，与神调和，并将神吸收到我们里面，成
为我们的成分。 
３．祭物是我们进入神，并成为神与人合并之一部分的路。 
４．祭物不仅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祭牲，也是献给神的礼物，使祂得
着享受。 
Ｃ．神的子民受训练借着祭司敬拜并有分于神，祭司预表基督是神
的祭司，为我们将祂自己献给神。 
Ｄ．按照圣言中的记载，宇宙的实际乃是作为帐幕与祭物的基督： 
１．作为神人，基督乃是帐幕，作神与人的居所，并且也是祭物，
使人得以进到神里面。 
２．基督是帐幕与祭物的实际，乃是宇宙的实际和内容。 
３．借着基督作祭物，我们能住在神里面，神也能住在我们里面；
这是宇宙的实际和圣经的内容。 
４．基督作为帐幕，将神带给人，而基督作为祭物，将人带给神，
使人与神联结、调和且合并。』 

Ⅲ．神训练祂的子民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 
Ａ．神吩咐祂的子民要照着祂的圣别性情，过圣别的生活： 
１．要圣别，因为神是圣别的，表征要照着神的圣别行事，过圣别的生活。２．利
未记启示，为了要过圣别的生活，我们必须脱去旧生活，穿上新生活；神嘱咐以色
列人要脱去从前埃及人的行为，不可照迦南人的风俗而行。３．神与祂的子民之间
彼此的享受，使他们从神以外的一切事上分别出来归于祂，成为圣别的国民。 
４．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ａ．圣别的意思不仅是成圣，
分别归神，也是与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别。ｂ．只有神与一切不同，与一切有别；
因此，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性情。ｃ．神使我们成为圣别，乃是将祂自己这圣
别者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全人被祂圣别的性情充满并浸透ｄ．我们成为圣别，
就是有分于神的性情，并使我们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满。』 
Ｂ．在利未记十二至十五章里，神训练祂的子民过洁净的生活： 
１．十二章给我们看见，要从人类生产的不洁中得洁净；十三章和十四章说到从
麻风得洁净。２．十五章启示，我们必须从人一切不洁的漏泄中得洁净；任何从
我们出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话语，都是不洁的。３．我们需要基督的十字架了
结我们的旧生命，并需要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４．我们也需要生命的水，就是那具体化在话中，洗涤、洁净的生命之灵。 
Ｃ．神训练以色列人过喜乐的生活，欢乐的生活： 
１．每周的安息日是每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这些节期都是安息日，使蒙神救赎
的人与神一同安息，并彼此一同安息。 
２．每月的月朔节期，表征我们可以在基督里经历新的开始，以基督为我们的喜乐、
享受并黑暗中的亮光。 
３．逾越节预表基督作我们的逾越，为着我们起初和基本的救恩，乃是喜乐的时刻。 
４．无酵节预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乃是无罪的。 
５．初熟节预表复活的基督在祂的复活里，作为给我们享受的筵席。 
６．五旬节预表享受那灵的浇灌，为着构成召会。 
７．吹角节预表神召聚祂四散的子民。』 
８．遮罪节预表以色列全家被神召聚后的享受。 
９．住棚节预表复兴时代的享受，要应验于千年国。 
10．安息年预表基督作我们完满的安息。 
11．禧年，就是五旬年，预表基督借着赎回我们所失去的权利，以及我们所卖掉
的自己，而作我们完全的释放、安息并喜乐。 
Ｄ．利未记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神要我们成为“阿利路
亚的人”，一直在主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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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利1: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27:34 这些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

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第二日：来10:9 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祂
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 
12 惟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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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日：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
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29 次日，约翰看

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14: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约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
罪的！ 
第四日：利11:44 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成为圣
别，因为我是圣别的。你们总不可因地上爬行的物污秽自己。 
20:7 所以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成为圣别；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弗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
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第五日：林后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都
变成新的了。 
林前5:7 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
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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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3 我从前所领受又传与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
的罪死了， 
第六日：启20: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
柄；他们还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腓4:4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启20:4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
那些为耶稣的见证、并为神的话被斩者，以及那些没有拜过兽与兽像，额上
和手上也没有受过它印记之人的魂，他们都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6 在头一次复活有分的有福了，圣别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他们还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申言預備》 



经历①：在职生活中经历基督做祭物的实际 

因着堕落，在神与人之间有了鸿沟，我们需要一些祭物跨越鸿沟，把

我们从祭坛带到帐幕里。当然，主要的祭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

和赎愆祭…这些祭都是桥梁，把我们带到另一边，就是带到帐幕里。 

供物乃是给神的礼物。我们每次来到聚会中，都该感觉甜美，前来呈

献贵重、宝贵的礼物给神，让我们与祂同享。我们不该仅仅为着自己的难

处，把基督当作祭物献给神，乃该为着神的享受，并我们与祂的共享，把

基督当作礼物献给神。 

那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燔祭，预表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主耶稣在地上时，

使神喜乐并满足，因为祂总是行神的旨意，寻求神的荣耀。平安祭预表基督是

成就和平者。离了基督，我们与神或与别人都不能有和平。因为没有基督，

宇宙中就不能有和平，所以我们需要祂作我们的平安祭。基督“借着祂在十

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如今基督是平安祭这预表的应验，乃是我们与神

并与人彼此的和平。借着祂并在祂里面，我们得与神并与人有和平。 

基督也由赎愆祭所预表。我们是有罪的，且有许多罪行和过犯。神只能

借着基督作赎愆祭赦免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基督在神面前担当我们一切

的过犯。“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祂作赎愆

祭，担当我们的罪（复数）。 

在职青年篇 

你要进帐幕，就需要经历基督做祭物、持有基督、献上基督。只有作为

祭物的基督才能把你带进帐幕-神的居所。你应该每天经历基督、聚会、特别

是来主日聚会，向神献上基督。一旦你有这样的认识，你就会明白从周一到

周五的在职生活，实际上就是为了经历基督做祭物的实际。 

因着神的祝福你有现在的工作，你应该为着神把工作献给神，而不是为

着你自己。你不能把工作定位成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或是为着自己的享受。

基督绝对地为了神而活。你需要经历基督的绝对地为着神而活的生命、持有

他、将自己和工作献给神。你应该每天像这样经历基督做燔祭。 

还有，你应该尽可能地与各种人和平相处。但是，除了平安祭的基督之

外，没有人有真正的和平。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在神和人之间有和平。比

如说，有人因为对你印象不好，就不想跟你说话，或者是跟你说话时，带着

怒气说。这个时候，你应该进到基督里，经历基督做和平-制造者。通过经历

基督，你的里面会被基督充满，被基督调整，然后你就会明白该怎样和这样

的人对话。阿们！ 

经历②：神训练祂的子民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 

利未记给我们看见，为了要过圣别的生活，我们必须脱去旧生活，穿

上新生活。以色列人受嘱咐，要脱去从前埃及人的行为。 

成为圣别，就是从一切神之外的事物分别出来。圣别的意思也是与一

切不是神的事物不同、有别。因此，我们不该是凡俗的，而该有所不同。

宇宙中唯有神是圣别的。祂与其他一切事物不同，且有分别。所以，成为

圣别的意思是与神成为一。无罪或完全并不等于圣别。我们要成为圣别，

就需要与神成为一，因为只有神是圣别的。 

利未记十三章和十四章说到从麻风得洁净。淫乱、奸淫、拜偶像、偷

窃等罪，都包括在人患麻风的光景里。麻风总是来自背叛，并且表征源自

人里面严重的罪，就如故犯的罪，妄为的罪，定意反抗神的罪。 

十五章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从人一切不洁的漏泄中得洁净。任何从

我们出来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话语，都是不洁的。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的十

字架了结我们的旧生命，并需要基督的复活使我们有新的开始。我们也需

要生命的水，就是那具体化在话中，洗涤、洁净的生命之灵。每逢我们在

灵里来到主的话前，我们就摸着话中的东西，把我们洗净。 

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都是根据神的喜悦。基督徒的

生活是喜乐的生活。新约多次劝勉我们要喜乐：“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 4:4）我们应当天天喜乐，不是在自己里面，

而是在主里面喜乐。 

中高生篇 

神在召会的聚会中，通过向你说话、训练你经历基督，来让你过圣别、洁净、

喜乐的生活。你是神的子民，和这世上的人不同。神的子民是在神的训练之下。

你要认识到，在学校生活中，你不仅在老师的训练下，也在神的训练之下。这个

训练的目的是让你在学校生活中经历基督，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 

圣别是指，成为圣别，就是从一切神之外的事物分别出来。宇宙中唯有神是
圣别的。你应该享受基督，经历神的圣别的属性。你虽然需要跟朋友们好好相处，
但是也要和他们不同，从他们分别出来。因为你是神圣别的选民。 

另外，你应该要是得洁净的人。在神的话语里，有生命之水的洗涤。你越操

练灵读圣经，你越被洁净。如果你不每天沐浴的话，你的身体无法得洁净，就会

发出臭味。同样地，你的心必须每天由生命之水清洗、洁净。 

还有，你应该要过喜乐的生活。根据神的喜悦过召会生活。因此，你

每天在主里可以过充满喜乐的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 

腓 3:1 还有，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在主里喜乐。 



１６５ 主を賛美する―彼のすべてを含むこと 

１ 主はささげもの, かみは用意す; 

その意義は甘美, ゆたか, えい光! 

ちちのみこころ, 満たし, 成就し, 

われのひつようも, すべて満たす! 

２ なれははんさい, 火にて焼かれ, 

香ばしいかおり, かみ, 満ぞくす。 

主, 御まえに生き, 御むねもとむ, 

きずなきいけにえ, わがしょくもつ。 

３ 主はあぶら, 乳香, 混ぜた素さい, 

きよく, こまやか, あまく, かん全。 

なれは平安さい, 平あん成就し, 

かみとひと, ともに なれを享受す。 

４ なれはざいさい, つみとなりて, 

死, 通してわれを あがなわれる。 

なれはけんさい, とがをにない, 

かみの義を満たし, ゆるし得さす。 

５ なれはようさい, 復かつにより, 

ハデス, 死, やみに, しょう利を得る。 

なれ, また挙さい, しょうてんして, 

てんのパンとなり, われを満たす。 

 

大本,#165 赞美主─祂的万有包罗性 

_一_ 

你是一切的祭物，为我神所预备；哦，其意义何丰富、
何其荣耀、甘美！成全父神的旨意，满足祂心所愿；
应付我们的需要，所缺全都补满！ 

_二_ 

你是馨香的燔祭，焚于神圣火焰；作神甜美的香气，
满足神的心愿。你曾行在神面前，神旨是你所顾； 

献上无瑕的自己，为我作神食物。 

_三_ 

你是甜美的素祭，调油加上乳香；纯净、柔细又完全，
甘美供神欣赏。你是完全平安祭，和平为我成就； 

且作食物何丰富，供我同神享受。 

_四_ 

你是我的赎罪祭，为我你曾成罪；藉死成功了救赎，
为要将我赎回。你也是我赎愆祭，担当我众罪愆， 

满足我神的公义，使我得蒙赦免。 

_五_ 

你也是我的摇祭，已经从死复活，阴府、死亡并黑暗，
全都为我胜过。你更是我的举祭，为我升到神前， 

作我天界的食物，使我得到饱满。 

 

Hymns,#195 Praise of the Lord - His Worthiness 

1 Lord, Thou art all the offerings 

Prepared by God for us; 

They are so rich in meaning, 

So sweet and glorious. 

They have fulfilled God's purpose 

And met His heart's desire; 

They too have satisfied us, 

And faced what we require. 

2 Thou art the burnt-oblation, 

Consumed by holy fire; 

To God as a sweet savor, 

Fulfilling His desire. 

Thou walkedst in God's presence, 

And all His will pursued; 

Thyself the spotless offering, 

For us to God as food. 

3 Thou art the meal-oblation, 

With "oil" and "frankincense"; 

'Tis holy, fine, and perfect, 

And sweet to every sense. 

Thou art the peace-oblation, 

The peace for us to make, 

That we with God may share Thee, 

As food of Thee partake. 

4 Thou art the sin-oblation, 

For us Thou sin wast made; 

By death for our redemption 

The ransom Thou hast paid. 

Thou art the trespass-offering, 

Thou all our sins didst bear 

To satisfy God's justice, 

That we His pardon share. 

5 Thou art the wave-oblation, 

The resurrected One; 

O'er hades, death and darkness, 

The vict'ry Thou hast won. 

Thou art the heave-oblation, 

Thou didst ascend to God; 

As such in heav'nly places 

Thou art our holy f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