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未记结晶读经#12：在主的筵席上享受基督作平安祭的实际，以展示神经纶的全幅图画（Summary） 
1. 平安祭表征基督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使我们能在交通和喜乐中与神并与人一同享受基督。平安祭主

要应验于我们在主的筵席上擘饼记念主以享受基督，并将基督献给父以敬拜父。信徒在主的筵席上享受
基督作他们的平安祭，使他们与神并彼此有交通；他们在父神面前享受基督。在聚会的第一段，我们所
有的赞美应当投向基督，我们应该用美言说到主的身位和工作而颂赞主。在聚会的第二段，我们该将赞
美投向父神。 

2. 记念主－以主为中心：擘饼聚会、乃是为着记念主。以记念主为中心，叫主得着享受。说到主的身位和
工作，主的恩爱和美德，主在世上的生活或苦难，或是主在天上的尊贵或荣耀，好叫人想到或看见这些，
以记念主自己。 

a. 吃主的晚餐：这一面的重要点是纪念主。林前 11:23 我从主领受又交付你们的，就是主耶稣被出卖的
那一夜，拿起饼来，24 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
念我。25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 
① 当我们看见或接过要擘之饼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主如何为我们成为肉体，如何在肉体里为我们

受死，如何将祂的身体为我们擘开，分给我们，使我们得着祂的生命。当我们看见或接过表征在
十字架所流血的这杯来喝的时候，想到主如何为我们担当罪，为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受了审判和
咒诅，流出祂的血来，成为我们的福杯，作了我们永远的福分。 

② 享受主：不是仅仅想念到主和主为我们所作的一切，乃是更享受主和主为我们成功的一切。我们
吃主、喝主、享受主，才是真正的记念主。我们擘饼吃主、喝主，宣告我们是与主联合，且是与主
调和的，每天以祂为生命而活着的。 

③ 陈列主的死：在记念主的同时，我们把主的死陈列出来，给我们自己看，也给天使和万有看。身
体和血分开，乃是表示死，如此就把死陈列出来。我们擘饼记念主的时候，就是这样陈列主的死。
我们该在等候主来的灵与气氛中，陈列着主的死而擘饼记念祂。 

b. 赴主的筵席：这一面是重在和众圣徒交通。林前 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
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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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有分于主的筵席，又有分于鬼的筵席。我
们大家同吃分受一个饼，同喝分享一个杯，含有彼此交通的意思。这交通是主的身和主的血使我们有的。
在吃主晚餐的一面，饼是指着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舍去祂个人的身体。但在赴主筵席的一面，饼乃是
指主借着从死里复活，重生的一切圣徒，所构成祂团体的身体。和众圣徒一同在祂这奥秘的身体里有交
通，见证祂这奥秘身体的合一。  

3. 敬拜父：我们先接受，纪念主，后亲近，敬拜父。擘饼记念主之后，应当由主作为长子率领来到敬拜的
部分时，一切的祷告、诗歌或话语，都该是向着父的。向父所有的歌颂，都由作为长子的主在我们里面，
带同我们向父歌颂。来 2:12 “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 

4. 作为平安祭的基督是为着五方（供職的祭司、所有的祭司、献祭者、被洁净的会众）的交通和享受。 
 
 
 
 
 
 
 
 
 
 
 
 
 
 
 
 
 
 
 
 

 

  



经历 1：平安祭牲有不同的种类，乃在献祭者对基督的享受有不同的光景 

平安祭牲有不同的种类，这事实不在基督，乃在献祭者对基督的享受有不同的光景。有时我们享受到大的基督。有时发

生了些事情，也许家庭生活中有一些搅扰，限制了我们对基督的享受。这不是说，基督变小了；乃是说，我们享受基督的

情形变窄小了。撒但寻找机会限制我们享受基督，使我们享受基督的情形变得窄小。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胜过各种的情形，

甚至要在我们的“密室”里祷告（太六 6），避免受打岔，使我们能有更好、更高的情形，享受更大的基督。 

今天我们可以在地上享受基督。不要等到上了“天堂”才享受基督，要在地上，我们今天所在之处享受基督。有一句谚语说，

远水救不了近火。基督若只在天上，祂就与我们无分无关。今天我们就在地上，在我们所在之处享受基督。 

中高生篇 

平安祭牲有不同的种类。是指公牛、母牛、羊羔、山羊。这表明献祭者对基督的享受有不同的光景。在这里的经历有以

下 2个重点。 

i. 因为新人弟兄姊妹对基督的经历、灵里软弱是对基督的经历相对来说比较小，不是公牛，连母牛都不是。但是那是都可以成为

平安祭牲。这是说，你照着生命成长的度量和属灵生命的情形，可以经历基督，这些经历是宝贝的并可以为神所接受。你不能

说因为自己的经历很小，就轻视它。也不能说软弱的弟兄姊妹们的经历小就轻视它们。应该要多多地鼓励带着小的平安祭牲

来的人。因为这些都是被神接受的。比如说，你的成绩以前是下等，因着与主一同学习，成绩上升到中下等。但是因为其他的

弟兄姊妹是优等生，你一比较就羞愧，觉得自己的经历太小了不能够献给神。但是这样的想法是人天然的想法，不是神的想

法。你不是和人比较，而是单纯地带上自己经历的基督，在聚会中献上。 

ii. 比起寻求基督，你需要更多地经历基督。作为基督徒，你必须要逐渐成长。比如说，你去钓鱼了。一开始钓上来一条小

鱼，就很开心带着它回家了。但是，去钓几次鱼后，就逐渐地想钓大鱼，你就跟擅长钓鱼的人好好学习技术和秘诀，逐渐

能从 10cm的鱼钓到 20cm的鱼，再然后进步到能钓到 30cm以上的鱼。因为对主的经历里有度量，请你寻求每一周每一周

经历基督，逐渐地得着更多的基督。比如说，你经历了神爱你，你在聚会中为此做了见证。弟兄姊妹都大声地说阿们，为

你喜乐。但是几周过后，你注意到你的神不仅爱你，也爱这世界的人、罪人。因此，你感觉到需要向你的朋友们传福音，

你和弟兄姊妹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接触他们并向他们传了福音。这个时候，神的爱不仅临到你，也从你流向了你的朋友。

这个经历比之前的经历更往前了。再进一步，你帮助通过你得救的新人和召会生活中得救的新人，不仅让他们摸着主的

爱，也和他们一起祷告向新人的朋友传福音。然后，你帮助成全他们去做你曾经做过的事。基督的身体，一面需要直接

自己尽功用、建造，另一面也需要成全他人间接地建造。那是为要所有人都尽功用。这样的经历能让你大大地经历基督。 

经历 2：神的平安是基于神的满足、和每天吃基督的结果 

平安祭是基于神对燔祭的满足。神和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平安祭，乃是基于基督作燔祭。这由利未记三章五节和六章十二节所指

明。三章五节论到平安祭说，“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在火的柴上，是献与耶和华为怡爽香气的火祭。”我们在这

里看见，燔祭乃是平安祭蒙神悦纳的基础。有了燔祭的焚烧作基础，神就悦纳平安祭。 

一面，平安祭是基于燔祭；另一面，平安祭是对素祭之享受的结果。这不是道理，乃是经历的事。早晨我们可以祷告说，

“父神，我爱你的儿子，我要将祂献上给你。”我们如此甜美地享受基督，并将这位基督向神献上，使祂喜悦。这就是向神

献上基督作燔祭。向神献上基督作燔祭以后，我们可能说，“主啊，你是我每天的供应。没有你，我就不能活。”这就是以

基督作素祭，作生命的供应。“素祭”乃是“生命供应”的专用辞。当我们以基督作燔祭并素祭时，我们就有了平安。我们

感觉里面有一种喜乐，觉得我们与神是对的，且是蒙神悦纳的。在这之前你可能有难处，与神没有平安；但现在难处没有

了，你平安了。这就是享受基督作平安祭。 

在职青年篇 

平安祭是基于神对燔祭的满足。平安祭是神与人对素祭享受的结果。如果你实际上每一天享受作为平安的基督，首先你要取

用他作燔祭让神满足，其次吃祂作为素祭，必须享受祂作为你的食物。在职者需要神的平安来保卫自己的心怀意念。为要得着

神的平安，你需要实行以下两件事。 

i. 绝对地为神而活：你不能把在职生活放进你的口袋，把它看做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得不到神的平安。平安祭的根据是在

于人绝对地为神而活，神满足。看起来你是和非信徒的人一样工作。但是他们工作的动机是为着自己，我们工作的动机是为

着神，为神的见证。撒旦攻击你说，“你说这么难的事，结果要是办不到就输了哦”，诱惑你离开基督依靠自己，为着自己工

作。你绝对不可以接受这样的建议。另外，不要考虑撒旦的建议和撒旦对话。因为为着自己工作的人是在黑暗中，不能纯粹

地专注于推进项目。因为有是不是为自己以及推进项目的这两个焦点，结果就看不到方向了。 

ii.吃基督：人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性上的不均衡。不论是执行公司的业务，还是在召会的服事，你不能依靠自己不均衡的

人性。吃作为素祭的基督的丰富的人性，带着耶稣的人性执行业务、服事。那样的话，你个性上的弱点和缺点等会被吞噬。

每天吃基督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在职者、在召会也能成为优秀的服事者。神的平安是基于燔祭、素祭之享受的结果，临到

你。哈利路亚！ 

  



178 主を賛美する―彼を記念する 
1. この宴せきのゆえ， 

主よ感謝します; 
ご自身をエンジョイする 
こよなき宴せき。 
御身を捨て，われらに 
分けあたえしパンと， 
血をながし，われらに 
飲ませるさかずき。 
復) 見よ，宴せきを！ 

何というしるし！ 
ふかき意義を， 
だれ 知り得るや！ 

2. あがないの死にて 
いのちをたまい， 
ご自身をあたえて 
わがぶんとなす。 
パンさかずき，あずかり， 
主の死，告げ知らせ， 
ご自身を食べ飲みし， 
永えんに記念する。 

3. おく義なるからだ 
しめすパンにより， 
肢たいとまじわり， 
いちをあかしす。 
いましゅくふくするは， 
せいなるさかずき; 
血によりてすべての 
せい徒とまじわる。 

4. とわの分なる主を 
いまあじ見する; 
王こく待ちのぞみ， 
さい臨うながす。 
王こくあらわるとき， 
勝利者たちともに， 
ご自身にあずかりて 
はなよめとならん。 

178 赞美主─对祂的记念 
1. 为这筵席我献感谢， 

饼、杯在此同陈列； 
藉此享受你的自己， 
神圣爱筵何超绝。 
这饼是你所舍身体， 
我们在此同分享； 
这杯是你所流宝血， 
我们在此同饮尝。 
副) 看，这神圣筵席！ 

其上何等表记！ 
意义深厚，永垂不朽， 
人知何能及！ 

2. 藉着你的救赎之死， 
你将生命来分赐； 
你将自己给了我们， 
要我有分你所是。 
藉着分享这饼、这杯， 
我们陈列你的死； 
在此吃喝你的自己， 
如此记念到永世。 

3. 这饼在此也是指明 
你那奥秘的身体； 
藉此与众肢体交通， 
见证身体的合一。 
这杯也是神圣福杯， 
我们现在所祝福； 
藉着你血我们交通， 
与你所有的圣徒。 

4. 你是我们永远的分， 
在此预尝何有福； 
我们等候你的国度， 
你的显现我催促。 
当你显现在你国度， 
同着得胜的圣徒， 
重新享受你的自己， 
作你心爱的新妇。 

221 Praise of the Lord - Remembrance of Him  
1. Lord, we thank Thee for the table, 

With the bread and with the wine; 
At this table we enjoy Thee 
As the feast of love divine. 
We partake the bread, the emblem 
Of Thy body giv'n for us; 
And we share the wine, the symbol 
Of Thy blood Thou shedd'st for us. 
Chorus) Lo, the holy table! 

With the sacred symbols; 
Its significance in figure 
Is unsearchable! 

2. By the death of Thy redemption, 
That Thy life Thou may impart, 
E'en Thyself to us Thou gavest 
That we share in all Thou art. 
By the bread and wine partaking, 
We Thy death display and prove; 
Eating, drinking of Thyself, Lord, 
We remember Thee with love. 

3. By this bread which signifieth 
Thy one body mystical, 
We commune with all Thy members 
In one bond identical. 
By this holy cup of blessing, 
Cup of wine which now we bless, 
Of Thy blood we have communion 
With all those who faith possess. 

4. Thou art our eternal portion, 
Here we take a sweet foretaste; 
We are waiting for Thy kingdom, 
And Thy coming now we haste. 
At Thy coming, in Thy kingdom, 
With all saints that overcome, 
We anew will feast upon Thee 
And Thy loving Bride become. 
 



181 主を賛美する―彼を記念する 
1. パンとさかずきにて， 

なが死を展覧し， 
あいのわざおもい， 
死の価値を見る。 
パン，さかずきの分離は， 
なが死をあらわす， 
こころと霊とくちは， 
かんどうし，うたう。 
復) なれは苦はい， 

われしゅくはい！ 
ながあいのわざを， 
とわにほむ！ 

2. わがため血ながし， 
かみにもたらす， 
そはわれらつねに，  
御かお見るため。 
かみの義，聖，栄こうの 
ようきゅうを満たす， 
死のこうせきにより 
かみとまじわりす。 

3. 死によりまく裂け， 
至せい所ひらき， 
へだてはのぞかれ， 
めぐみの御座へ， 
あわれみ，めぐみ受け， 
てき時のたすけ得， 
生けるみずを飲みて， 
なれの豊富に飽く。 

4. われらをあがない， 
さい司と成して， 
かみをきょう受させ， 
ほう仕をさせる。 
このしゅくふく，めぐみ， 
なが死により受け， 
あらたに飲む日まで， 
絶えず記ねんする。 

181 赞美主─对祂的记念 
1. 哦主耶稣，藉着饼杯， 

我们陈列你的死； 
温习你爱所作所为， 
珍赏你死的价值。 
饼杯分列，身血分开， 
表明你死已成就； 
我心感戴，我灵敬拜， 
我口向你献歌讴。 
副) 你尝死亡苦味， 

我饮救恩福杯！ 
你爱所作所为， 
配得永远赞美！ 

2. 你爱叫你为我流血， 
为要引我到神前； 
使我与神不再隔绝， 
随时得见神圣面。 
神的荣耀、圣洁、公义， 
所有要求已满足； 
我能藉着你死功绩， 
坦然与神来接触。 

3. 你死已将幔子裂开， 
为我打通至圣所， 
除去我与神的阻碍， 
使我能到施恩座， 
得神怜恤，蒙神恩惠， 
作我应时的帮助， 
如同饮到生命活水， 
饱尝神性的丰富。 

4. 你既如此将我赎回， 
就使我能作祭司， 
得享神的一切甘美， 
常在神前供圣职。 
如此福气、如此恩典， 
全都由于你受死； 
我愿不断如此记念， 
直到喝新的日子。 

227 The Praise of the Lord - Remembrance of Him 
1. Through the bread and cup, Lord Jesus, 

We Thy death exhibit here; 
What Thy love has done reviewing, 
All Thy suff'ring we revere. 
Bread and cup in separation, 
Show that Thou thru death hast gone; 
Grateful now, our spirit worships, 
And to Thee we give our song. 
Chorus) Thine the cup of suff'ring, 

Mine the cup of blessing; 
For Thy love in Thy redemption, 
Praise we ever sing! 

2. Thou, in love, hast shed Thy blood, Lord, 
Bringing us to God in grace, 
That from God, no longer severed, 
We may ever see His face. 
All God's righteousness and glory 
Have been fully satisfied; 
Thru Thy death's abundant merit 
We may now with God abide. 

3. By Thy death the veil was riven, 
Opened was the holiest place, 
All the barriers have been broken; 
We approach the throne of grace, 
There receiving grace and mercy, 
Thus the timely need to meet, 
Drinking as of living water, 
Tasting God Himself replete. 

4. Thou in grace hast so redeemed us, 
We the priests may be fore'er 
To fulfill that holy office, 
All God's sweetness thus to share. 
Such a blessing, such a mercy, 
From Thy death for us ensue; 
We would ever Thee remember 
Till with Thee we drink a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