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結晶讀經＃39）
事奉神(Serving God)
Ⅰ．『讓我的百姓去，他們好在曠野事奉我』：Let My people go that they may serve Me in the wilderness.
出7:16 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差我來見你，說，讓我的百姓去，他們好在曠野事奉
我，但到如今你還是不聽。
5:1 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讓我的百姓去，他們好在曠野
向我守節。
10:3 摩西、亞倫就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這樣說，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
要到幾時呢？讓我的百姓去，他們好事奉我。
Ａ．以色列人已被法老霸佔，作奴僕服事，執行埃及人的意圖。
Ｂ．法老不僅表徵撒但，也表徵己和天然的人；我們天然的心思、意志或情感，也可能是背叛神
或狡猾的與神講價的法老。
Ｃ．在積極方面，曠野表徵分別的領域；在對付法老時，神要求給祂的百姓這樣的分別。
Ⅱ．『讓我的百姓去，他們好在曠野向我守節』；『讓我們去獻祭給耶和華』 (出7:16)：
Let My people go that they may hold a feast to Me in the wilderness; let us go and sacrifice to Jehovah.
出5:17 但法老說，你們是懶惰的，懶惰的！所以你們說，讓我們去獻祭給耶和華。
Ａ．神的目標不是分別；祂的目標是要以色列人向祂守節並獻祭給祂：
１．神對法老的要求，乃是讓祂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到曠野裏去，讓他們向祂守節並獻
祭給祂；這是對神救恩的享受。
２．因着主的完全救恩，我們許多人已從埃及的奴役蒙拯救，好事奉神，現今在曠野享受
節期，並獻祭給神。
Ｂ．向神守節就是與神一同享受神並敬拜神：
１．五章一節的『向我』這辭表示神的百姓過節時，祂是喜樂的；他們是向神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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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２．人與神所能有的最好和最高的關係，就是向神並與神一同守節。
出23:14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17 你所有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
３．守神的節期，意思就是我們爲祂並與祂一同守節；我們越過節，祂就越享受，祂也越
歡樂。
４．這樣向耶和華守節乃是在分賜下的敬拜；也就是說，照着分賜到我們裏面的來敬拜神。
約翰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
永遠的生命。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靈和真實裡敬拜祂，因
為父尋找這樣敬拜祂的人。24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在靈和真實裡敬拜。
Ｃ．以色列人要獻祭給主：
出5:3 他們說，希伯來人的神遇見了我們。求你讓我們走三天的路程，到曠野裏去，我
們好獻祭給耶和華我們的神，免得祂用瘟疫或刀劍擊打我們。8 他們素常作磚的數量，
你們仍舊向他們要，一點不可減少；因為他們是懶惰的，所以呼求說，讓我們去獻祭給
我們的神。

這個向耶和華守節乃是在分賜下的敬拜，也就是說，照着分賜到我們裏面的來敬拜神。
當我們在神面前喫、喝、讚美、歌唱並歡樂時，便是向祂守節。…這樣的節期也是獻祭給
主。
１．『獻祭』是與『過節』平行的辭：
ａ．對以色列人來說，節期就是筵席，但對神來說，節期乃是獻祭。
ｂ．沒有獻祭，過節就沒有東西可喫；以色列人過節所喫的就是他們獻給神的祭物。
２．獻祭給神就是把東西獻給祂，而向神守節就是與神一同享受所獻給祂的。
2・火

Ⅲ．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帶領祂的選民到山上，他們要在那裏事奉祂並獻祭給祂:
The purpose of God’s calling is to bring His chosen people to the mountain, where they may serve Him
and sacrifice to Him.
出3:12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神；這就是
我差遣你的證據。
Ａ．在出埃及三章十二節神說，祂的百姓要在神的山上事奉祂。
Ｂ．神的山是我們領受有關神定旨之啓示的地方：
出24:10 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祂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像天本身一樣明淨。
１．以色列人在山上領受了關於神的所是，以及神在地上要得着居所的啓示。
出25:8 他們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２．在山上，天是清明的，我們能看見神經綸的異象；我們在此認識，在神心上的是甚麼，
也看見神今天在地上所要得着的是甚麼。
３．我們知道神要得着一班人，遵行祂的律例，並且爲祂建造帳幕，使祂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Ⅳ．我們事奉神必須按照神的異象，以及山上所指示之樣式的異象:
We must serve God according to the vision of God and the pattern shown on the mountain.
Ａ．我們必須在透亮清明的天裏，看見神的異象；惟有在這樣清明的氣氛裏，我們纔能領受建
造神居所的屬天異象。

我們知道祂要得着一班人，遵行祂的律例，爲祂建造一個帳幕，使祂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Ｂ．『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出25:9）：
１．建造帳幕之前，神將帳幕及其一切物件的樣式，都指示摩西。
２．我們要事奉神，就必須看見山上所指示的樣式。
希伯來書8:5 他們的事奉，乃是天上事物的樣本和影兒，正如摩西將要完成帳幕的時候，蒙
神指示他說，“你要謹慎，照著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模型，作各樣的物件。”

3・水

３．山上所指示的樣式乃是神的計畫；我們若不明白神的計畫，就不可能作神的工。
以弗所書3:4 你們念了，就能藉此明瞭我對基督的奧祕所有的領悟，
４．召會作爲基督的奧祕已經向使徒和申言者啓示出來，所以他們所得的啓示被視爲召
會建造在其上的根基。
Ⅴ．立約的血使信徒能事奉活神:
The blood of the covenant enables the believers to serve the living God.
出24:8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看哪，這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所立之約的血。
Ａ．立約的血使神的子民，就是蒙了救贖、赦罪和潔淨的墮落罪人，得以進到神面前，並留
在那裏，被祂注入。
Ｂ．基督的血使我們能事奉活神；我們藉着基督救贖的血有了生命，已被帶進神的面光中
事奉祂。希伯來書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
更潔淨我們的良心，使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
Ⅵ．我們事奉的根據，乃是神這從天上來的火: The basis of our service is God as fire from heaven.
利未記9:24 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燒盡了壇上的燔祭和脂油；眾民一見，就都歡呼，面
伏於地。
6:13 火要在壇上一直不斷的燒著，不可熄滅。
Ａ．在荊棘中焚燒的火焰乃是三一神，就是復活的神。
出3:2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中火焰裏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
有燒燬。
Ｂ．每一個被神得着、被神所用的人，照着我們天然的人來說，都是荊棘；但有火在我們身
上，火裏有神臨到我們：
１．神的火燒在荊棘上，是祂自己在燃燒。
出3:4 耶和華見他過去要看，神就從荊棘中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
２．所有的火力、火光，都是從火本身出來的，在我們身上不過是寄託而已；我們的用處
最多乃是彰顯那火。
4・木

Ｃ．我們對神的事奉，必須根據於燔祭壇上的火：
利未記10:1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拿自己的香爐，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華面前
獻上凡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的。2 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
死在耶和華面前。
１．燔祭壇上焚燒的火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ａ．這火從天上降下來之後，就在壇上一直燒着。
ｂ．神聖的火，就是焚燒的三一神，使我們能事奉；我們的事奉必須是神的火燒出來的。
羅馬書12:11 殷勤不可懶惰，要靈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２．祭壇的火乃是事奉真實的動力。

火…乃是一個巨大的推動能力；…物質界的各種動力…都是來自於焚燒所產生的熱
力。…一個人在神面前的事奉，要有一股的熱力，也是要經過燒的，也是要有火的。然
而這火不是凡火。
Ⅶ．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爲要使他們成爲祭司的國度；在這個國度裏，人人都是不斷事奉神
的祭司: The Lord brough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out of Egypt in order to make them a kingdom of priests, a kingdom
in which everyone would be a priest, one who serves God continually.
出19: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別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Ａ．出埃及二十九章啓示，我們已經得救，使我們能被聖別作祭司事奉神：
出29:44 我要使會幕和壇分別為聖，也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們分別為聖，作祭司事奉我。
１．神救恩的目標是要使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成爲神的祭司。
啓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２．主耶穌這祭司藉着救贖把我們帶進祭司的職分裏；我們旣是祭司，就無論在作甚麼，
都該事奉神。啓1: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
永遠遠。
5・金

Ｂ．祭司是一個藉着在基督裏享受神，並藉着基督作祭物的實際來事奉神的人。
加拉太書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彼得前書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
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Ｃ．作祭司事奉神，就是供應基督給神作食物，使神得滿足；按豫表，神的食物乃是獻給祂
的燔祭，作祂的滿足。
Ｄ．出埃及二十九章裏所描繪祭司生活的結果，乃是神來與我們相會，與我們同喫，對我
們說話，並且住在我們中間。
出29:42 這要在耶和華面前、會幕門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我要在那裏與你們
相會，對你們說話。
Ⅷ．神的建造是神心頭的願望，也是神救恩的目標: God’s building is the desire of God’s heart and
goal of His salvation.
Ａ．出埃及記中的圖畫揭示了神對祂選民心頭的願望：
１．神要得着帳幕作祂的居所，這是祂心頭的願望。
２．出埃及四十章裏立起之物質的帳幕，乃是表徵團體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作神的家。
出40:2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會幕的帳幕，29 在會幕的帳幕門前，安放燔祭壇，把燔
祭和素祭獻在其上；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
滿了帳幕。
希伯來書3:6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因盼望而有的膽量和誇耀堅守到底，
便是祂的家了。
Ｂ．神的建造與祭司職分有關，也繫於祭司職分；祭司建造神的居所，並成爲神居所，神家
的一部分。
Ｃ．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贖、拯救和供應，也是他們敬拜並事奉神的憑藉，使他們在祂裏面
與神建造在一起，而得與神相會，彼此交通，互爲居所；這是出埃及記的中心思想。 6・土

經歷（在職篇）：
① 出24:10 他們看見以色列的神，祂腳下彷彿有平鋪的藍寶石，像天本身一樣明淨。

當我與主交通時，我喜歡有清明的天，能看見祂腳下有透明藍寶石的精工。…凡是對主有某種
程度經歷的人，都能見證我所論到在透亮清明的天裏，關於神異象的話。 …在山上，神的子民
也能看見神心頭願望的啓示。在此我們看見，神要我們照着祂的所是生活，因祂心頭的願望就
是要在地上得着一個居所。
在讀過神的經綸之後，要與主有個人且親密的交通。認自己的罪、缺點、軟弱，以透明
的良心對主與神的經綸有交通。這樣就能有透亮清明的天，對神的經綸能有清楚的異象。
並且，有異象之後應該要照著異象生活。在職者的你，不是照著職場上自己的夢或欲望來
過在職生活，而是要照著神經綸的在職生活。因貪婪金錢和渴望事業成功的在職生活，無
法享受神、彰顯神、代理神的權柄來管治。不可以過著不捨得奉獻、馬馬虎虎的在職生活。
在職生活中要實際地經歷基督、用經歷過的基督來建造召會、神的居所。

② 神的火燒在荊棘上，是祂自己在燃燒。神臨到你身上，要使用你這個人，但祂不用你裏面的
東西。荊棘不是那一天火燒的燃料，不過是火焰寄託、彰顯的地方。…摩西後來被神使用時，
就是這原則。…所以要看見，你不過是荊棘，神在復活生命裏像火一樣臨到你身上；祂在你
身上作祂所要作的事，但是並不消耗你。祂不用你的幹才、你的能力來加強火力，加強火光。
所有的火力、火光，都是從火本身出來的，在你身上不過是寄託而已。你的用處最多乃是彰
顯那火。
因為你是新約的祭司，在職生活中不可以單靠自己的能力。摩西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但
在神看來只不過是荊棘。你要信靠神、用從天上來的火燃燒，與主一同積極地推動各種專案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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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召会―その建造
なんたるしゅくふく, われらはさい司！
かみに立てられて, とうといつとめ負う。
(復)からだのけん造は さい司のつとめ;
霊のなかでいのり, つとめを果たす。
けん威にふくして, 身ぶんをまもり,
つとめを果たせば, しょう会,建ぞうす。
しょう会はさい司団, さい司のたい系;
みな組み合わされ, けんぞうされる。
しょう会の堕らくで さい司,荒はいし,
聖徒の霊はよわく, ことばのみある。
預言者にかたより, ことばかたるが,
さい司はいのらず, れい,かつ用せず。
いのり,かいふくし, きん衡をたもつ;
いのりとことばで ひとをみちびく。
いのりによる奉仕, 霊にて調和され,
いのり,おもんじて, しょう会,建ぞうす。
848
1. What a blessing, what a priv'lege!
Called of God a royal priest,
That this glorious, holy office
I should bear, though last and least.
All the building of the Body
On the priesthood doth depend;
Ever praying in the spirit
I this office would attend.
2. If I keep this royal calling
Under Thine authority,
Priestly duty thus fulfilling,
Then the church will builde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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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召會－建造
何等福氣，何等權利，我是君尊的祭司！
由神所選，為神所立，承擔尊榮的聖職。
（副）祭司職分何等尊榮，召會建造所倚恃；
靈裡禱告，神前事奉，我願如此供聖職。
我若守住君尊身分，權柄、等次不顛倒，
並且肯盡祭司職分，召會纔能被建造。
召會乃是祭司團體，祭司職分不可少；
且須編成祭司體系，纔是真正被建造。
因著召會墮落荒涼，祭司職分被忽視；
因著聖徒靈不剛強，話語職事獨得勢。
人多偏重先知講道，單靠話語的供應；
很少倚重祭司禱告，在神面前運用靈。
主阿，給我厲害平衡，倚重禱告如講道；
對人常用禱告帶領，配同話語的教導。
惟有如此事奉、禱告，叫人靈裡得相調，
看重禱告猶如聽道，召會纔能被建造。

3. Now the church is but the priesthood;
Thus the priesthood formed we need;
When the priests are knit together,
Then the church is built indeed.
6. Deal with me and make me balanced,
As in preaching, so in prayer;
Leading others oft in praying,
As Thy Word I too declare.
7. Only serving by our praying
Will our spirits mingled be;
Stressing prayer as much as preachingThus the church is built for The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