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未记结晶读经(一)#3
2018/3/12-3/18
常献的燔祭—活祭（诗歌：228、已過二十世紀以來）
Overview：燔祭预表基督，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的生活，并在于祂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我们第一需要基督作燔祭，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第
一种光景，第一个问题，不是过犯，乃是不为着神。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作祂的彰显和代表。但我们堕落的人为自己活，并没有为祂活。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没有绝对
为着神，并且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绝对为着神，然后我们需要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需要常时不断的燔祭。过常时不断之燔祭
的生活，就是成为活祭。我们对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须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
Ⅰ．燔祭预表基督，主要的不是在于救赎人脱离罪，乃是在于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的生活，并 Ⅱ．燔祭的预表里启示了神圣的三一：
在于祂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
Ａ．在三节和八至九节中，启示出神圣三一的几个重要项目：燔祭、会幕、耶
Ａ．在利未记里首先提到的祭不是赎罪祭或赎愆祭，而是燔祭：
和华、祭司、火以及水。
１．我们第一需要基督作燔祭，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第一种光景，第一个问题，不是过犯，乃是 Ｂ．燔祭预表基督是使神满足的食物（3节）。』
不为着神：ａ．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作祂的彰显和代表。
Ｃ．会幕预表子基督是献祭的地方：
ｂ．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为着祂，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但我们堕落的人为自己活，并没 １．祭物是在会幕门口献上的；祭要献得合法，就不能献在其他地方。２．我
有为祂活。
们要献上任何东西给神，必须以基督作为献祭的立场。
２．燔祭的意思是，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人，为着彰显祂并代表祂，不该为着神以外的事物。
Ｄ．在利未记一章，子基督被献给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指父作为悦纳祭物
３．我们必须领悟我们没有绝对为着神，并且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绝对为着神，然后我们需要以基督为 者。
我们的燔祭（利1:3-4）：
Ｅ．在八至九节，供职献祭的祭司预表子基督是服事者，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ａ．基督作我们的燔祭，是完全、绝对为着神的ｂ．凡主耶稣所是的、所说的、所作的，都是绝对地 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为着神』
Ｆ．正如燔祭、会幕、和祭司所预表的，子基督同时是祭物、献祭之处、和献
Ｂ．约翰七章启示基督完全够资格作燔祭：
祭的服事者。
１．主过着受约束的生活，不为自己行事，祂是寻求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满足。
Ｇ．火表征神是悦纳的凭借：１．火烧毁并吞没；神是借着焚烧悦纳祭物。
２．在十六至十八节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从自己说什么，因而不寻求自己的荣耀；祂寻求那差祂来 ２．焚烧燔祭的火就是神自己；火就是神的口。
者的荣耀。
３．燔祭的焚烧就是神圣的吃。
３．约翰七章启示主耶稣是受神约束的人，祂属乎神，祂奉神差遣、从神而来，祂不说自己的话， Ｈ．用来洗燔祭牲内脏与腿的水，表征那灵是洗涤的凭借；基督内里的各部分
而是讲说神。
和祂日常的生活行动，一直为圣灵所洗涤，使祂蒙保守，不因接触属地的事物
４．主说神的话，神就借着祂的说话彰显出来；神借着祂的说话从祂里面出来了。
而被玷污。
５．在约翰七章，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燔祭的实际，因祂过着受神约束且完全为神的生活。
Ｉ．在利未记一章三节和八至九节我们看见，整个神圣三一都与燔祭有关。』
Ⅲ．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需要常时不断的燔祭：
Ⅳ．过常时不断之燔祭的生活，就是成为活祭：
Ａ．神的百姓必须每天献燔祭，并且早晨献，晚上也得献，每逢安息日、 Ａ．燔祭预表我们的奉献，也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作活祭；奉献的意义，就是把自己献给神作活祭。
月朔、节期，还得特别的献。
Ｂ．在旧约里每日献的燔祭，预表在新约里，我们属神的人应当每日将自己献给神。
Ｂ．因着对于燔祭这样的要求，铜祭坛被专一地称作“燔祭坛”。 Ｃ．罗马十二章一节的祭是活的，因为是复活而有生命的：
Ｃ．燔祭乃是常时不断的祭，燔祭的火不可熄灭，必须日夜烧着： １．作活祭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将自己献给主。
１．“燔祭要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坛上的火要一直烧
２．我们不断将自己献给主，主就能不断地使用我们。
着”：ａ．“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ｂ．“火要在 Ｄ．这祭是圣别的，因为在地位上，是基督的血，从世界和一切凡俗的人事物，分别出来归与神的；并且在性质
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
上，也是圣灵用神的生命，和神圣别的性情，将天然的生命和旧造，为着神的满足，圣别而变化的，所以能讨神
２．“整夜…直到早晨”表征燔祭该留在焚烧的地方，经过这世代 喜悦。
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３．坛上的火要一直烧 Ｅ．按一节的原文，身体是复数，祭是单数：１．我们所献上的，乃是许多身体，但我们所献成的，
着，表征神是宇宙中圣别的火，随时预备好接纳（焚烧）所献给祂的 却是唯一的祭，这含示我们众人在基督身体里的事奉，不该是许多分开、各不相干、个别的事奉。２．私我们一
食物，也表征神悦纳所献给祂之物的愿望，从不止息。
切的事奉，该是一个整体的事奉，且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基督一个身体的事奉。
Ｄ．燔祭的预表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有常时不断之燔祭的生活， ３．召会生活整体说来，乃是作神满足的燔祭。４．信徒将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活在基督的身体里；要
有火终日在坛上烧着的生活。』
有身体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主和祂的身体。
Ⅴ．我们对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须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
Ａ．神要以色列人的事奉是根据于这火。Ｂ．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对神的事奉，必须源于燔祭坛上的火，并且我
们的事奉必须来自神焚烧的火，也是这火的结果。

第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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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约5:19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从自己不能作什么，惟有看见
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30 我从自己不能作什么；我怎
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
那差我来者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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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约7:16 耶稣回答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18

那从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寻求差祂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真
的，在祂里面没有不义。
第三日：利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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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 耶稣这
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
耀。
第四日：彼后1:19 我们并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你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

处的灯，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作得好了。
利6:13 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
第五日：罗12:1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

讨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
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第六日：利9:24 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烧尽了坛上的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
就都欢呼，面伏于地。
罗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出3:2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
着，却没有烧毁。

《申言预备》

经历①：人应该要绝对为着神而活
我们若从来没有享受基督作燔祭，就无法领会我们多么有罪。我们听到福音而
悔改之后，就晓得自己是有罪的。但是直到我们享受了基督作我们的燔祭，才知道
我们多么有罪。燔祭的意思是，神所创造，为着彰显祂并代表祂的人类，不该为着
神以外的事物，乃该绝对为着神。然而，我们却没有绝对为着神。我们需要了解这
点，并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只有当我们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时，我们才知道自
己多么有罪。
我们若了解自己何等有罪，就晓得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恨一样，都可能有罪。按伦
理说，恨人是错的，爱人是对的。我们可能以为在神眼中，爱人是蒙悦纳的，恨人是
不蒙悦纳的。但在神眼中，我们都不是为神，乃是为自己而恨人，也是为自己而爱
人。从这观点来看，爱人和恨人都一样有罪。凡我们为自己而不为神所作的，无论合
乎道德与否，好或坏，爱或恨，在神眼中都是有罪的。只要你是为自己作的，都有
罪。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为着祂，作祂的彰显和代表。祂创造我们并不是为着我们
自己。但我们向祂独立而活。我们恨人，是向神独立；我们爱人，也是向神独立。
中高中生篇
在你年幼时，要在文化和道德里受教育。但是，成为中学高中生时，就要慢慢从文
化里出来，开始学习进入基督里。文化和道德对犹太人而言，就像是律法一样的功用。
在基督来之前，就像保护你的羊圈的门一样。基督一来光就来，只要基督来以后就没有
夜晚，是白天。基督来了以后的白天，羊群就应该从羊圈里出来，来到绿色的牧场，享
受基督作为水和牧草。中高中生，或是小学六年级左右起，渐渐地你就不是在文化或是
道德的基准里，而应该照着基督、神的标准而活。
按照文化、道德的基准，爱人总是对的。但是，按照圣经的观点，或是神的观点来
看事物的话，有的爱实际上会让人变得不好。例如，我们来看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反抗大
卫并企图谋杀他。大卫的勇士们战到最后反制的时候，大卫为了押沙龙而不停地哭，而
没有慰劳军队首长的约押。这时，约押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你却爱
那些恨你的人，恨那些爱你的人(撒下19:5‐6)”。之后，约押因此引起别的叛乱，与
反对大卫的人一同被灭亡了。大卫天然的爱带来了大混乱。这个原则和你的学校生活是
一样的。
你为着自身的利益、荣耀而去爱人是不对的。因为人首先无法为着神。为着神而活
的人，要为着分辨自己的爱是出于自己本身还是出于神而祷告。其实，人类社会的大混
乱不只是出自于人堕落的憎恨，也出自于人天然的爱。人若是能够爱出于神的事物；憎
恨来自撒但的事物，就可以避免大部分的混乱。但是因为人爱该恨的事物、恨该爱的事
物，就陷入了大混乱。
你身为基督徒，应该要活出道德的最高水准。这个最高水准的道德，是比文化道德的水准
还要高的。最高水准的道德首先要求为着神是绝对的。

经历②：借着从天而来的燔祭的火，不断焚烧
信徒将他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活在基督的身体里。在罗马十二章一
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
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要有身体的生活，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
身体献给主和祂的身体。我们该为着主的身体，将我们的身体献给主。主在祂的
救恩里，释放了我们的身体脱离仇敌撒但篡窃的手。现今，我们在与基督生机的
联结里，需要为着身体的生活，将我们得释放的身体献给主。
人对神一切的事奉，都必须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在旧约，所有到神面前事
奉的人，都必须在神面前烧香；烧香代表人在神面前所给神的事奉，并且烧香的
火必须取自燔祭坛。如果不是用燔祭坛的火来烧香，人在神面前的事奉，非但不
蒙悦纳，反而要遭受死亡的审判。所以旧约清楚给我们看见，所有在神面前的事
奉，都是根据于燔祭坛上的火。
在职青年篇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有的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这个火燃烧自己。有
的人，是为了相信自己，支持自己的人这个火燃烧自己。前者是人性不好的金牌
获得者，后者是人性好的金牌获得者。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不可为了这两边的
火燃烧自己。燃烧你的火，必须是燔祭的祭坛上面的火。
不管你在召会服事时，还是在在职生活中奋战时，不可凭自己燃烧。不要觉得因为
世界的人都那样做，自己稍微那样不也是可以的吗。从神来看，只有从神而来的，来自
天上的火才是正确的火，那之外所有的火都是异火，绝不能被神接受的。燔祭，和你的
奉献也有关系。就像燔祭是从天上降下火来燃烧一样，你奉献的时候，灵里的火会燃烧
你的灵。并且，这个火与天然的火不同，绝对不会熄灭。那不是以你的天然的东西作为
燃料，乃是持续燃烧的火。
出3:2 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焰里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
着，却没有烧毁。
FT：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指明神自己，不是摩西，要作焚烧的“燃
料”。
为了你在职生活成功，你必须燃烧。但是，你必须不凭天然的火，而是凭着
来自天上的火来燃烧。为了这个，请你实行以下的事。
1. 每早晨，借着主话里圣灵的火被燃烧，更新奉献：圣经的话里，不仅有生命
的喂养和生命之水的洗涤，还有圣灵的火。当你操练自己的灵，摩擦主的话
时，火焰升起，圣灵就会在你的灵里燃烧。并且，你应该每天早晨，一再地
将自己奉献给主。
2. 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12:11）：在公司工作，是服事主的一部分。你应该
将自己的在职生活奉献给主。并且，应该为了神，为了神的见证，勤劳，拼命地执
行业务。那样的话，你借着圣灵的火被燃烧，因为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工作，神必定
丰富地供应你的物质上的需要，并且为你建立在职场上属灵的强有力的见证。

過去二十世紀とおし

Throughout the past twenty centuries

過去二十世紀とおし、
千万の貴ちょうないのち
こころのたから
高貴な地位
かがやかしぃ前途
主-イェ-スに
無駄づ-かいされてきた
主を愛すものに
主は愛らしく
すべてさ-さぐ
ささぐにふさわしいかた
主にそそいだのは 無駄でない
香-ばしぃあかし
甘き主 あかしす
主にそそいだのは 無駄でない
香-ばしぃあかし
甘き主 あかしす

Throughout the past twenty centuries
Tens of thousands of precious lives,
Heart treasures, high positions,
And golden futures have been “wasted”
Upon the Lord Jesus.
To the ones who love Him in such a way
He is altogether lovely and
worthy of their offering.
What they have poured upon
the Lord is not a waste
But a fragrant testimony of His sweetness.
What they have poured upon the Lord is not a
waste
But a fragrant testimony of His sweetness.

已過二十世紀以來
已過二十世紀以來
千千萬萬寶貴的性命，
心愛的奇珍、崇高的地位、
以及燦爛的前途，
都曾枉費在主耶穌身上。
對這些愛主的人，
祂是全然可愛，
祂是全然可愛，
配得我們獻上一切，
我們澆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費，
乃是馨香的見證，
見證祂的甘甜。

228 その霊の豊満 十字架を通して
1. 主よ，血しおにて われをあらい，
きよきあぶらを そそぎたまえ。
わがせいかつは 失ぱいのみぞ，
れいに満たせや， 主のため生く。
(復)ああ，主よ，自己より，
解きはなちませ！
いまよりとわに 主を満たせや。
2. なんとかわきし われのこころ;
れいの満たしを せつにもとむ。
打たれたいわに われをかくし，
生けるみずにて， あふれさせよ。
3. 冷えたるこころ， にぶきあゆみ;
聖れいに満たせ， 主にそむかず。
さい壇のうえに， わが身を置く;
主の火よ，くだり， 焼き尽くせや。
4. 主よ，十字架にて さらに燃やせ，
われ，はいと化し， 主，増すために;
日ごとその霊を 満ち満たせや，
生けるいのちを ながすために。

228 聖霊的豊満
藉十字架
1. 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尽所有罪过，
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
我认自己的生活，真是失败、软弱，
我望充满你的灵，完全为你而活。
(副)哦，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
求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
2. 我心何等的干旱，常为软弱悲叹；
我是何等的盼望，能被圣灵充满。
求主让我今隐藏在你击伤石磐；
求主今听我呼求，让你活水泛滥。
3. 我心何等的冷淡，顺服何等迟慢；
愿主圣灵充满我，使我不再背叛。
我今躺卧在祭坛，不敢稍为动弹；
求主烈火从天降，把我所有烧干。
4. 求主十架在我身，天天作工更深，
把我度量扩充大，使我化为灰尘；
好叫圣灵充满我，天天比前更多，
你的活水到处流，解除众人干渴。
280 Fullness of the Spirit - By the Cross
1 Lord, may Thy blood now cleanse me,
Wash all my sins away,
That with Thy Holy Spirit
Thou may anoint, I pray.
My service, I confess, Lord
Is failure-full and weak
The filling of Thy Spirit
To live for Thee I seek.
(C) Oh, from myself deliver,
From all its misery;
I'd henceforth be forever
Completely filled with Thee.
4 Oh, may Thy Cross within me
Deepen its work and burn,
In me enlarge Thy measure,
And me to ashes turn.
Oh, may Thy Spirit fill me
Each day more than before,
And may Thy living water
On me and thru me p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