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祭司一切事奉的根据——燔祭坛的火 2018/8/20‐26 II.
(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I. 神乃是烈火：
来 12:28 所以我们既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A)
就当接受恩典，藉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
以虔诚和畏惧事奉神；29 因为我们的神乃
是烈火。
B)
A) 作为那焚烧者，神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 C)
性情，凡与祂圣别性情不符的，祂这烈火
就要烧尽。
B) 在但以理七章九至十节，神的宝座乃是火
焰，其轮乃是烈火，从祂面前有火河流出；
这里的火指明神是绝对公义、全然圣别的。
但7:9 我观看，见有些宝座设立，那亘古
常在者坐下了。祂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
如纯净的羊毛；祂的宝座乃是火焰，其轮
乃是烈火。10从祂面前有火河流出。事奉
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面前的有万万。审
判者已经坐庭，案卷都展开了。
C) 主借着祂的死，将祂自己这生命的火释放
到人里面，而在地上焚烧：
①是灵的基督作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
乃是焚烧的火。
②这火乃是属灵生命的冲力（推动力），
出于主所释放的神圣生命。
D)
③“我们都被这火所烧着，被这火带在一
起；现今我们有负担要使这火烧着更多的
人。当基督那遮藏之神性的荣耀释放出来
时，神圣的火就丢在地上，要焚烧全地。
我们要让这火一直地烧！没有人能停止”
——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结
果，第七页。
D) 神的七灵是在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这 E)
些火灯是为着执行神的行政。
E) 在荆棘中焚烧的火焰乃是三一神，就是复
活的神。
F) 神的话是火，焚烧我们和我们所信靠的许
多事物。
G) 那些有心愿事奉神的人，必须认识神是焚 F)
烧并加力的烈火；当神来到地上时，火也
来到地上；当神进到人里面时，火也进到
人里面，在人里面焚烧。
H) 燔祭坛上焚烧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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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上21:26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
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他呼求耶和华，耶
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
①这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就在坛上一直
烧着。
②神圣的火，就是焚烧的三一神，使我们
能事奉，甚至牺牲我们的生命。

祭司对神的一切事奉，都必须根据于燔祭
坛上的火；我们的事奉必须是这火烧出来
的：
神要以色列人根据这火而事奉；烧香就是
他们在神面前的事奉，而他们烧香所用的
火必须取自祭坛上的火。
我们的事奉必须是神的火烧出来的。
火是热力的来源；我们的事奉要有热力，就
必须经过祭坛的火烧：
利6:13 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
熄灭。历代下7:1 所罗门祷告已毕，就有火
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
的荣光充满了殿。
①这火该是我们里面的热力，推动力，冲
击力；我们若有这火，我们的事奉就是出
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②新约事奉的热力和动力出自天上的火；
这火降下来烧在那些加利利渔夫身上，作
了他们里面的热力和动力。
徒2:3 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身上，
③这火是烧在那些爱神、把自己献给神、
肯为神舍弃一切、肯把自己摆在神手里被
破碎的人身上。
祭坛的火乃是事奉的真实动力：
①对于我们的事奉，神只作一件事，就是
把祂的火烧到我们身上。
②我们若是诚心地把自己献给神，天上的
火就会烧到我们身上；这个烧就变作推动
我们的热力，结果就烧出我们的事奉来。
路12:49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
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
祭坛的火烧出有力的事奉：
①燔祭坛就是主耶稣的十字架，而火就是
那灵。
②真实事奉的根据乃是认识十字架，把自
己摆在十字架上，让神得着，让神圣的火
烧在我们里面，这才产生事奉。
经历祭坛火烧的人，就用金、银、宝石建
造：
①这样的工程满了神的成分，满了十字架
的能力，也彰显神。
②只有经过火的工程，才是金、银、宝石
的；不是经过火的工程，就是木、草、禾
秸的。
林前 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
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③有一天，各人的工程要被火试验；如果我
们的工程是火烧出来的，就要经得起火烧的
试验。
林前 3: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
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
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

III. 我们绝不可用凡火事奉神，乃要用祭坛上的火：
利 10:1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
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2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
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A) 根据预表，祭坛以外任何的火都是凡火。
B) 拿答和亚比户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用祭
坛上的火；他们用的是凡俗的火，不是圣
别的火。
C) 凡火表征人所献给神天然的热心、天然的喜爱、
天然的力量和天然的才能。
D) 凡火就是己的火，就是属魂生命、血气生命和
天然生命所发出来的火：
①凡火就是己的生命干涉神的工作。
②工作虽然是神的，可是己的生命要主张
这些工作应当怎样作。
③献凡火，就是在对神的事奉上用己的方
法，借着己的智慧，贯彻己的主张。
E) 拿答和亚比户受审判，不是因他们没有为神
作事，乃是因他们照着天然的生命行事，用天
然的方法为神作事。
F) 献凡火乃是犯了妄为的罪；拿答和亚比户妄
自想要为神作事。
G) 这是很强的警告，给我们看见，我们接触
神圣的事物时，需要将十字架应用于我们
天然的生命；否则，我们会遭受属灵的死
亡。
H) 神不只注意有没有火，也注意火的源头和
性质；我们的火热必须来自于祭坛。
I) 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都必须看见，他乃是
荆棘，有火在他里面焚烧，而这火就是神
自己：
①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为神工作不可用天
然的生命及其能力、力量和才能作为燃料，
而要让神在我们里面焚烧。
②我们需要灵里火热，用主生命的火作奴仆
服事祂，而不用凡火事奉祂，凡火会带来属灵
的死亡。
罗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
事主。
IV. 燔祭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不许也不该熄灭：
A) 一天过一天，在许多场合里，我们需要将
自己在基督里献给神作常献的燔祭，而被
神焚烧，使我们能焚烧别人。
B) 那灵使我们的灵火热，并使我们的恩赐如
火挑旺；所以我们不该销灭那灵：
帖前 5:19 不要销灭那灵。
①我们必须将神所赐我们的灵如火挑旺
起来，而让主焚烧我们，并使我们一直地
焚烧。
提后1:6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
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

来。
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
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②我们必须享受神作为爱的火，好用祂的
爱来爱祂，并爱别人。
③我们必须每早晨花时间与主在一起，有一个
新的开始，而被祂复兴。
④我们必须呼求主，激动自己起来抓住祂。
⑤我们必须祷读神的话，用我们的灵划擦
圣经的灵，以点着神圣的火。
⑥我们必须没有保留地向主敞开，被祂光
照、焚烧并灌注，借此被那作为七盏火灯
和基督焚烧七眼的七倍加强之灵所充满。
⑦我们必须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
谢恩。
⑧我们必须为主说话，将祂分赐到人里面，
而在神经纶的行动里享受祂作我们炼净
并推动的焚烧能力。
⑨我们必须在众召会里，并在众召会之间
彼此配搭，为着神独一的行动，享受祂作
那使我们圣别的火。
⑩七倍加强之灵如同七盏火灯焚烧，推动
我们起来行动，以完成神的经纶。

经历①：为了通过主再来时最终的试验，每天祷
告取用十字架，让神圣的火在内里持续燃烧
在路加十二章，主耶稣自己说过一句话：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主耶稣到世上来，
不光是要拯救你，还要叫火烧到你身上。主若
不把自己的一切都摆在神手里，这个火是下不
来的。这个火就是神的灵。所以当主耶稣上了
十字架的祭坛，因着受死而被神得着以后，神
就从天上把圣灵像火一样倒下来。这火降在那
一百二十人身上，就把他们烧起来了。今天整
个新约时代，所有的事奉，都是从这里烧起来
的。
真实事奉的根据乃是认识十字架，把自己
摆在十字架上，让神得着，让神圣的火烧在我
们里面，这才产生事奉。若是在这里有一班弟
兄姊妹，肯在祷告中，接受十字架的死到自己
身上，不顾念自己，不体贴自己，只愿满足神
的心意，这班人就能蒙到莫大的恩典，就有神
的圣火烧在他们身上。这时，他们所建造的工
程就是金、银、宝石。金是神的生命和神的性
情；银是主的救赎，是十字架的原则；宝石是
神的形像。所以到这时候，他们的工作就都满
了神的成分，满了十字架的能力，也满了神的
形状。只有经过火的工程，才是金、银、宝石
的；不是经过火的工程，就是木、草、禾秸的。
有一天，这个火还要出来，试验我们。如果原
初我们的工程，是这个火烧出来的，那一天这
个火来试验时，这个工程当然经得起火烧。若
是〔我们〕一切的工程都凭自己，靠自己，出
于自己，并且是照着世界，那个工程就是木、
草、禾秸。有一天，当那个火出来试验的时候，
〔我们〕的工程就经不起，必定被烧掉，而〔我
们〕就要受亏。
中高生篇
中高生的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考试，大的
考试有考高中，考大学。其中还有期中考，期
末考，模拟考等等。作为基督徒的你在主再来
的时候还要接受最后的考试。最终考试合格的
话就可以在千年王国与主一同做王一千年，但
是如果不合格的话要在一千年的黑暗里面接
受训练。这样看来，考高中，考大学都是为了
最终的试验。这就好比期中考，期末考，模拟
考是为了考高中，考大学。
你应该在所有的考试里面借着祷告运用
十字架的死让神圣的火在你里面燃烧。请你做
以下的祷告：
ⅰ) 因着游戏的原因无法集中的情形：
“主耶稣，把我散漫的心思置于十字架，
我很容易就想去打游戏，看漫画，看电视而无
法集中学习，哦，主耶稣，把我这个不安定的
心思置于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让那灵，生命的
火在我里面燃烧。这个神圣的火为了主的见证

在我里面成为我学习的活力，推动力，冲击力。
阿门！”
利6:13 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
灭。
帖前5:19 不要销灭那灵，
ⅱ) 不想学习的情形：
“哦，主耶稣。我是懒惰的人，不怎么想学习，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但是通过读圣经知道
学习是为了通过主最终的考试，圣经告诉我们，
“殷勤不可懒惰”，这个启示提醒我把我从懒
惰中拯救出来，把懒惰的我置于十字架，借着
十字架让这神圣的火在我里面继续燃烧，借着
这火让我能够努力学习。”
林前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
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
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各
人的工程是那一种的。
FT“那日”：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日祂会审判
所有的信徒。
罗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
事主。
ⅲ) “如果不合格的话怎么办？”因着担心而
无法集中的情形：
“哦，主耶稣。我在学习的时候，老是担
心我会不会不合格，要是不合格的话会很没面
子等等。但是担心是撒旦的火烧的箭，要拿起
信的盾牌，销灭那火烧的箭。基督徒的生活是
活“今天”的生活，应该忘记一年后，半年后，
一个月后的事情，与主一同集中的来做今天该
做的事，把结果交托给主，感谢主。”
弗6:16 此外，拿起信的盾牌，藉此就能销灭
那恶者一切火烧的箭。
FT1“火烧的箭”：火烧的箭就是撒但的试诱、
题议、怀疑、问题、谎言和攻击。在使徒时代，
打仗的人使用火烧的箭；使徒用这个说明撒但
对我们的攻击。
FT2“信的盾牌”：有信作盾牌，抵挡那恶者
火烧的箭。基督是这样之信的创始者与成终
者。
经历②：不是借着天然的火，乃是借着神圣的
火，在身体的秩序中服事。
我们都需要事奉、尽功用，并运用我们的
一他连得，我们的恩赐。但我们必须谨慎不要
天然的事奉，不用我们天然的火热来事奉。当
然，主的确要我们在灵里火热，不要冷淡或不
冷不热。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火热，而不
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火热。保罗在罗马十
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要灵里火热，常常服
事主。”在我们天然生命里的火热，对神都是
凡火，并带进死亡。
献凡火可能与喝酒有关。拿答和亚比户

一死，神就吩咐祭司们不要喝酒。……在圣经
里，喝酒表征过度享受属世、天然或物质的事
物。换句话说，我们若过度享受这世界上的事
物，就常常会叫我们喝醉。当我们喝醉时，就
会很兴奋并失去控制，不按规律作事。亚伦的
两个儿子可能喝醉了，所以他们非常兴奋，得
意忘形，以致不按规律作事。那就是说，他们
妄自献上凡火。献凡火乃是犯了妄为的罪。他
们妄自想要为神作事；实际上，那对神不是真
正的献祭，乃是他们违反神的定规妄自作的。
人因着过度享受一些事，就妄自行事；他们
是喝醉了。当祭司喝醉了，就失去分辨圣别的
能力，也不能教导神的子民。当我们因喝醉而
失去分辨力时，我们就不受规律；所以必然不
能教导别人，使他们受规律。
青职篇
作为在职者的你应该认识公司组织是立
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平面的意思是一切都可
以平等，可以自由行事。立体的意思是在上司
的权限下，在自己担当的权限范围内正常工
作。基督的身体是和没有生命的公司组织不
同的，是充满生命的生机体。但基督的身体也
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和公司组织的原则
相同。
你需要在公司组织的秩序中工作，还需要
在基督身体的一里服事。在公司，经营者有很
大的权力，在经营者下有部门的权限分配给
中层干部，如经理，科长等，一般员工必须在
中层干部的管理下正常工作。你可以向中层
干部说明你的提案，但无法决定是否采用它。
你做决定是僭越的越权行为。这样作会破坏
公司的秩序。这不是因为你的提案是否优于
科长的提案，而是会越过权限破坏秩序。这样
的事，在大学或研究所中也存在，但在公司中
存在更明确的权限问题。
例如，您在所属部门中建议的商业计划
是最好的，但经理没有采用它并采用另一个
差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决定制定哪个
计划的权力是在经理，因此您需要乐意的服
从经理的决定。你不能说，“这位经理是愚蠢
的，不接受我的计划。不能服从这样的人”，
不能做出越权的行为。这样的事是破坏公司
的秩序。反而你应该感谢主并服从你的上司。
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你的计划是最好
的，是你主观的感觉，而其他人并不一定有这
种感觉。你需要将你的主观的感觉钉在十字
架上。无论哪种方式，这里的关键点是你不应
该从你的经理那里夺取你没有拥有的权力并
行使它。
越权行为在旧约中是用凡火来预表，这
是严重叛逆的罪。你应该在工作中学习这个
秩序的问题，并在召会生活中学习。
凡火是自己的火，是从魂生命、肉体的生

命和天然的生命中出来的火。献凡火是僭越
的罪。拿答和亚比户是僭越了还想要为神作
事。这是一个强烈的警告，向我们表明，当我
们摸神圣的事物时，需要应用十字架在我们
天然的生命中。否则，我们会遭受灵里的死亡。
神不仅注意有没有火，还注意火的来源
和性质。我们的热心必须是来自祭坛。
利10:1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
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
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
2 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
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诗19:13 还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
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可以完全，免犯大
过。
作为基督徒的你，需要认识神是有秩序
的神。在召会生活中各样的服事里有安排负
责人。若你是负责人，应该为着整体的服事能
够往前，作出合理的决定。而不是自以为了不
起的做决定。你若不是负责人，不要犯了僭越
的罪自己做决定。
在职场上，要经历基督的十字架，不是借
着自己的血气来焚烧，借着里面神圣的火焚
烧的动力，为主的见证，并且为着召会财务的
摆上，应该从心里服事上司殷勤的工作。此外，
要尽力避免“只是为了加班表现出好像在工
作”和“经常参加酒会，并只是表面服事你的
上司”。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和世界上的人
变得一样，没有见证也没有主的祝福。
西 3：22 作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乃要凭
心中的单纯敬畏主。
23 你们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
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
1.

2.
3.
4.
5.
6.

补充本 102 灵与生命-七灵
看哪，时代已转移，随主转入圣灵里，
神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去。
(副)
哦，神七灵，我恳求，愿你工作得成就！
将我鉴察并焚烧，为着召会的建造，
鉴察，焚烧，为着召会的建造。
圣灵乃是七倍灵，应付召会死光景，
圣徒转回得复苏，使主召会得恢复。
现今我们神的灵，成为召会的供应，
而且加强成七倍，何等丰富又全备！
神的七灵是七灯，七盏烧着的火灯，
并不是为着教导，乃是为将我焚烧。
看哪！现在神七灵，七眼如火焰照明，
洁净召会每角落，肉体情欲都脱落。
主今赐下祂七灵，带着丰盛的生命，
今在地方召会里，供我享受并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