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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4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加州举行长老训练，找蔡弟兄
报名。
2. 已过 2018 台湾国际华语特会顺利结束，相关报告请
阅读 https://www.ct.org.tw/1319309
召会追求进度
1. 晨兴圣言：第二篇 为着神的满足和彰显取用基督
作燔祭
2. 现场听抄：https://snippetinfo.net/media/2289
3. 职事信息：利未记生命读经第 7-9 篇
旧约读经：利未记 1 章，6 章 8-13 节
第二篇 为着神的满足和彰显取用基督作燔祭
为着神的满足和彰显取用基督作燔祭

“取用基督作燔祭”意思是我们不是燔祭，我们不是献上自
己，也不是献上我们自己的经历，乃是献上基督作燔祭。这
个燔祭不仅叫神得着满足，更产生出神的彰显。我们需要记
住这件事：我们享受基督作燔祭的结果，乃是神的满足和彰
显。
本篇纲要是燔祭完满的描绘，纲要的结构可分作三部分：第
壹大点是描述基督自己作为燔祭的实际，告诉我们基督作为
燔祭的所是。第贰至肆大点说到我们经历基督作燔祭。最后
三个大点则说到彰显，就是我们有分于基督作燔祭的结果。
壹．那作神食物，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燔祭，表征基督是神的
喜悦和满足，祂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神
喜悦和满足，祂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神

那作神食物，完全为着神满足的燔祭，表征基督是神的喜悦
和满足，祂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神。这里说到燔祭的基本
意义：燔祭是神的食物。在神看来，燔祭乃是祂的食物。这
燔祭表征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祂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
神。因此，我们要来看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当我们说到燔祭，
无论是说到基督作为燔祭的实际，或说到我们经历基督作燔
祭，都与我们如何生活有关。所以这个训练乃是要训练我们
的生活。
燔祭与基督的为人生活息息相关。祂在地上过的是怎样的生
活？基督的生活是奇妙、超绝、美妙的，但我们要看见基督
在地上的生活有一个特征，就是祂所过的生活是绝对为着神
旨意的。在约翰五章三十节，主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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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到绝
对为着神，是指绝对为着神的旨意，而不是为着自己的意思。
六章三十八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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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二十九节说，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祂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
始终作祂所喜悦事。”这些都说出主耶稣作燔祭的为人生活，
祂所过的生活乃是为着神的旨意。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末了，

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可以说是祂作为燔祭之整个生活的缩
影。祂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我父啊，……不要照我的意
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二六 39）祂就是这样过祂整
个人生，从始至终，祂活着就是要行神的旨意。
希伯来十章五至七节以特别的方式说到基督作燔祭。那里说，
“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
你却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
说，看哪，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
上已经记载了）。'”这说出基督作为燔祭的生活，其显著的
特征就是祂从不行自己的意思；祂总是行父的旨意，拒绝自
己的意思。
这里说到燔祭和赎罪祭这两种祭，也说到神的旨意，然后九
至十节继说，“可见祂除去那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
我们凭这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地献上身体，就得以
别。”这里不是一般地说到神的旨意，乃是说到在神的旨意
里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基督要顶替旧约的供物。旧约里一切
的供物已经被新约里这独一的供物所顶替，就是被耶稣的身
体所顶替。神的旨意是要耶稣基督这位包罗万有者，对我们
成为包罗万有的供应。我们不再需要一切的供物，只需要献
上基督这位包罗万有者。
1. 基督作为燔祭，被牵去宰杀。基督作燔祭的第一个点不是
祂被宰杀，乃是祂被牵去宰杀，却没有任何的抗拒。腓立比
二章八节说，祂是“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祂绝对顺
服神的旨意，为了成功救赎而死，没有任何的抗拒。
2. 基督作为燔祭，被宰杀。基督被牵去宰杀了，也就是被钉
了十字架。
3. 基督作为燔祭，被“剥皮”—脱去祂人性美德的外表。这是
基督在祂为人生活里另一方面的经历。被剥皮的意思是被毁
谤、被讥诮（太十一 19，可三 22，约八 48）。
4. 基督作为燔祭，被切成块子。主耶稣并没有保持自己的完
整，祂甘愿被切成块子（可十五 29~32，路二三 35~39）。
5. 基督在智慧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头所表征。从来没有一个
人像主耶稣那样在生活里如此有智慧；主的智慧在祂的说话
中多次显露出来。祂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满有智慧（路二
40、52，可九 40，太十二 30，二一 23~27）。
6. 基督在祂为神所喜悦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脂油所表征。利
未记一章特别提到燔祭牲的脂油。当脂油焚烧的时候，会散
发出馨香的气味。这里的脂油表征基督在祂为人生活里为神
所喜悦的经历。神非常享受这馨香之气。神享受基督的为人
生活。圣经多次说到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的。
7. 基督在祂内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内脏
所表征。路 2：49 说到耶稣的心思，约 2：17 我们看见基督
的情感，太 26：39 我们看到基督内里的意志。祂的心思，
情感和意志完全被神的思想、目标、愿望、经纶所占有。祂
的意志是绝对顺从父的旨意。以赛亚五十三章十二节说，
“…因为祂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这里的“命”是指主的魂

，祂在人性生活里愿意否认自己的魂生命。这是基督作为燔 8. 经历祂的行事为人:我们需要在基督的行事为人上经历祂
祭所过的人性生活中非常重大的一面。
(彼前 2:21;罗 8:4)
8. 基督在祂行事为人上的经历由燔祭牲的腿所表征。在说到
9. 经历祂的蒙圣灵保守: 我们需要在基督蒙圣灵保守免于玷
燔祭时，特别提到腿，腿表征基督的行事为人。
污的事上经历祂(林前 6:11;多 3:5)
9. 基督在蒙圣灵保守免于玷污上的经历，由洗燔祭牲的腿和
伍．我们越取用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祂优美的外在彰显就越
内脏所表征.
归给我们，使祂得着显大，我们也越享受基督作遮盖、保护
贰．我们越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就越看见我们是有罪的； 并保守我们的覆罩能力
然后，我们就比已往更深地以祂作我们的赎罪祭，这使我们
我们的皮乃是我们的遮盖，而基督是我们真实的遮盖。燔祭
更多地享受祂作燔祭
牲的皮成为我们的皮，我们就彰显基督作燔祭，我们也被基
在利未记里，并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燔祭和赎罪祭有着非 督这燔祭所遮盖。基督这燔祭能覆罩我们，作我们的能力和
常紧密的联系和内在的关联。献上赎罪祭的地方，不是称作 恩典，成为我们的衣服。祂不仅成为我们的衣服，也成为我
赎罪祭坛，乃是称作燔祭坛（四 34）。其实，献上所有祭 们的皮肤。我们可能从来未曾听过基督能作我们的皮，成为
物的祭坛都称为燔祭坛；就某一面意义来说，所有的祭物都 我们的彰显。这是何等的奇妙！
可以说是燔祭，因为都是基于燔祭。利未记里常常同时提到 陆．我们需要以基督作燔祭敬拜父，使神得满足
赎罪祭和燔祭（十六 3、5），正如在希伯来书中，也将燔 我们需要凭基督来敬拜父，这乃是出于我们在基督的经历上
祭和赎罪祭并列（十 6~8）。这表征基督能作我们的赎罪祭， 经历祂。首先，基督的皮成为我们的。基督的皮遮盖我们，
乃是因为祂是燔祭。我们若是看见作为燔祭的基督，就会对 成为我们外在的彰显。当我们向神献上基督时，神看见基督
基督作赎罪祭有更深的经历。
的彰显就喜乐了，因为我们乃是同着基督，用我们所经历的，
叁．借着按手在作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祂联结，
而不是我们所受教导而认识的基督来敬拜父。所以，我们在
祂与我们就成为一
召会的聚会中献燔祭时，不是献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经历，
这里的预表非常美妙，说到献祭者要按手在燔祭牲上。在预 乃是献上基督作燔祭，就是我们在祂的经历上对祂的经历。
表里，献祭者和燔祭牲彼此联合成为一，祭牲的死就被算作 神饿了，祂需要食物；祭物乃是神的食物.燔祭是为着神的
是献祭者的死。罗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生机地与主联结； 满足，成就祂的愿望。正确的敬拜是以基督为燔祭而满足神。
受浸就是浸入与基督生机的联结，好像接枝一样。接枝是我 “燔祭”这辞原文是指上升之物；“怡爽香气”原文意，安息或
们与基督生机联结最好的一幅图画，因为在其中我们看见我 满足的香味，亦即一种使神满足的香味。怡爽的香气，就是
们与基督的联结并调和。在这样的联结，这样的联合里，我 一种带来满足、平安与安息的香气；这样一种怡爽的香气对
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祂担负，祂一切的美德都 神乃是享受。所以我们的擘饼聚会，对神该是享受。当我们
成为我们的。借着这样的联结，基督与我们成为一并活在我 以基督作燔祭的实际敬拜父，一种使神悦纳的香气就上升到
们里面，在我们里面重复祂在地上所过的生活，就是燔祭的 神那里，使祂满足。神既得着满足，就将祂甜美的悦纳赐给
生活。
我们；这就是燔祭的意义。
肆．我们需要天天取用基督作我们的燔祭，使我们可以在基
柒．我们正在被消减成灰，好成为新耶路撒冷，作神的彰显
督作燔祭的经历上经历祂，并不是在外面模仿祂，乃是在日
关于经历基督作彰显，首先是我们得着燔祭牲的皮—基督成
常生活中活祂
为那些献上基督、经历基督之人的彰显；然后是我们献上燔
我们如何在基督的经历中经历基督作燔祭？我们需要与祂有 祭敬拜父—经历团体的彰显；至终有新耶路撒冷—基督作燔
真实、生机的联结。我们与祂联结、联合，就能在祂的经历 祭终极的彰显，乃是基督这燔祭作到我们里面而有的终极彰
上经历祂，祂的历史就要成为我们的历史。保罗在腓立比三 显。燔祭指明我们有心在今世绝对为神而活（罗十二 1~2）。
章十说，“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所以我们不要模仿这世代，不要被这世代玷污，要渴望被变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这就是在基督作燔祭的经历上经历 化。灰表征基督被消减到无有。我们的定命就是要成为灰，
要被消减到无有；这事世人无法明白，却是我们的定命。这
祂。
灰使神极其喜乐且满足，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灰乃是神
1. 经历祂的顺从:我们需要在基督被牵去宰杀的事上经历祂
悦纳燔祭的标记（诗二十 3）。神悦纳燔祭，使其成为灰。
（加 6:17;林前 11：1）
神悦纳燔祭，意思也是祂悦纳这供物如同脂油；对祂来说，
2. 经历祂的被杀（钉十字架）: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宰杀的事
脂油乃是甜美、可喜悦的。把灰倒在祭坛的东面，就是日出
上经历祂(林后 4:7-18)
的方向，含示覆活。这些灰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基督的
3. 经历祂被剥皮（恶意攻击/批评):我们需要在基督被剥皮的
死把我们带到尽头，把我们消减成灰。基督的死带进复活，
事上经历祂(徒 24:5-6;林后 6:8; 林后 12:15-17)
而在复活里，这些灰要成为宝贵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林
4. 经历祂被切块（亵渎/戏弄/辱骂/嗤笑）:我们需要在基督被
前三 9 下、12 上）。因此，我们乃是在复活里，在这个变
切成块子的事上经历祂(林前 4:12-13 )
化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材料来建造新耶路撒冷。我们作燔祭
5. 经历祂的智慧:我们需要在基督的智慧上经历祂(林前
的结果，将完成神的经纶（提前一 4，弗三 9，一 10）。事
1:24,30;西 1:28)
实上，我们作燔祭的结果乃是要完成神新约经纶的终极目标，
6. 经历祂的蒙喜悦:我们需要在基督为神所喜悦上经历祂(林
就是新耶路撒冷。
后 5:9)
7. 经历祂的心肠:我们需要在基督内里的各部分(心肠)上经历
祂(腓 2:5;林前 2:16;腓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