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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WW 区定于 5/16 在 Mercer Country Park 举行 BBQ。请
圣徒们广邀朋友参加。
2. 夏季训练时间是 6/29-7/4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请圣徒
们为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训练代祷。报名截止期是 5 月
1 日，费用是$155。有心愿的圣徒请找季东弟兄报名。
3. Montessori School 将于 5/9 举行 OpenHouse.请弟兄姊
妹们代祷。
4. 陈秀珍姊妹（杨晶的妈妈）于 4/10 号受浸，感谢赞美
主！
5. 李向阳和李浩然弟兄（父子）分别于 4/3，4/8 日受浸归
主，他们一家住在 avalon watch (west windsor),由 Rider
校园牧养。
6. 吕君君弟兄和荣美姊妹于 4/25 喜得小女儿：愿望。母
女平安，感谢赞美主！
7. 王政弟兄，孙驭姊妹于 4/27 喜得双包胎女儿：王殿珺,
Abigail(亚比该，2b1oz); 王殿琳, Bethany (伯大尼，
3b7oz)。感谢赞美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十二篇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赵师母和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10.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第十二
第十二篇 祭司的国度
祭司的国度

一、本篇信息的中心思想

本篇信息主要说到祭司的国度，有四个主要的点：
第一，神拣选人的心意乃是要所有的人都做祭司来
事奉祂；第二，祭司的所是与所做是什么；第三，
祭司的等次；第四，作神居所之神的建造与祭司体
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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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节
出 19: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
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
出 19: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
在萬民中作我自己的珍寶，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出 19:6 上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別的國
民。……
彼前 2:5 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
的祭司體系，借著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
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
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啟 1:6 上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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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出埃及十九章六节,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乃是祭司的国
度。这一句话,好像有一点不大容易明白。神为什么说,你们
是祭司的国度?没有别的缘故,意思就是说,全国都是祭司。意
思就是说,在这一个国家里,没有普通的人,全国都是祭司。我
告诉你们说,这是神的目的。
祭司乃是侍候、跟随神的人,没有一种的人能够亲近神如同
祭司一样,他们的职业就是事奉神。以色列人乃是祭司的国
度,他们全国的人都是祭司。祭司的吃、住,他们杀牛宰羊,都
是为着事奉神。祭司的正业乃是事奉神,别的只是带手作而
已。他们在那里不是教师、医生,或者作各样别的事。出埃
及十九章告诉我们,神的意思乃是,以色列人不分大小,从老到
幼,不分男女,都作祭司〔6〕。
当我们留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就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归与祂。
旧约所描绘的这件事在新约里应验了。我们这些信徒,乃是
归神成为祭司的国度(启一 6)。我们这些祭司活在神的同在
里, 享受祂作我们的分,就像祂享受我们作祂的珍宝一样。这
是一种彼此的享受。若是旧约时代能有这样的事,在新约时

代这就 更当成为我们的经历!在旧约里所描绘的,仅仅是一幅
图画; 到了新约,我们才有实际。赞美主,我们乃是神的奇珍和
祭司, 享受祂作我们的一切!(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六八○页)。
我们从前是罪人、悖逆之子、可怒的儿女、魔鬼的儿女、神
的仇敌和火坑之子,如今却是事奉神的祭司,这是一件大事。
就着我们这人而言,我们是神的儿子;就着我们属灵的职业而
言,我们是神的祭司(启一 6,五 10)。我们有些人也许是教师、
医师或律师,但我们真正的职业乃是祭司。在旧约里,只有某
些人是祭司;但在新约里,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
辞典上说,祭司是一个专职事奉神的人。大多数基督徒都能
告诉我们说,祭司是一个事奉神的人。这是对的,但事奉神究
竟是指什么说的?今日的基督徒会回答说,事奉神就是为神作
工。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说祭司是一个事奉神的人是对的,但
若说事奉神仅仅是为神作一些事那就错了。人是被命定来接
受神,被神充满、浸润并渗透,甚至人能让神从他里面流出来,
以至于成为神活的表现。这是祭司的一个简要定义。他必须
接触神,被神充满,被神占有,以致完全被神得着,使他能在神生
命的流里与别人建造在一起。然后祭司的体系就要成为神活
的团体表现。
单单说祭司是一个事奉神的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说,祭司是
一个借着基督作祭物的实际来事奉神的人(利一~七)。
此外,祭司乃是享受基督的人。祭司乃是吃自己所献的祭物。
事奉的人以基督并借着基督服事神,并且他们享受基督。
祭司也是一个凭基督而活的人。他所吃的是基督,他所穿的
是基督,他的住处也是基督。祭司是一个在与神的调和中接
触神的人。祭司经过圣所,进入至圣所,他就是与神接触;并且
这样的接触,不是在他自己里面,乃是在与神的调和里面。祭
司与神的接触乃是在神里面。那就是说,当他接触神时,他就
与神调和,不是客观的,乃是主观的。这是非常深的。今天我
们是祭司,我们去接触神时,不是仅仅客观的接触,乃是主观的
接触。我们不是在神之外接触神,我们乃是在神里面,也就是
在与神的调和里接触神。
祭司是一个绝对并彻底与神调和的人。在帐幕气氛中的每一
样事物,包括供物的烟、气味和本体,都表征神的某方面。祭
司进到帐幕里,表征一个人进到神里面。一旦祭司在帐幕里,
那个气氛,那个气味,甚至神那看得见的荣耀,就要进到他里面,
这就产生祭司与神的调和。
祭司是一个成为神居所、神家一部分的人。在新约中,彼前
二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家乃是所有祭司组成的祭司体系(5)。
所以,每位祭司都是建造神家的一项材料。
祭司也是一个背负神见证的人。......背负见证是指我们自己
成为见证的一部分。
祭司是一个供应基督给别人的人。如果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
那么,无论我们供应什么,都是基督。我们被基督充满,被基督
遮盖,与基督是一,与基督调和,所以我们不论传什么,分享什么,
或供应人什么,都是基督,不是知识、形式或任何别的事物。
祭司是一个把人带进与神的交通里,并把神带进与人的交通
里的人。
最后,祭司是一个建造神居所的人。为着帐幕的建造,和以后

圣殿的建造,以及圣殿的恢复,祭司职分是必要的(在生命中尽基
督身体恩赐的功用,七六至八二页)。
我们一面是圣别的祭司体系,另一面是君尊的祭司体系。在旧约
的预表里,有两种不同等次的祭司,就是亚伦的等次与麦基洗德的
等次。亚伦的等次是圣别的等次;圣别乃是从凡俗的事物,属世
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归给主。圣别的等次乃是从世界,从凡俗的事
物中,分别出来归主使用的等次。要有召会的事奉,我们都需要被
建造在一起,并且我们该是分别出来的人, 从世界、凡俗的事物、
平凡的作法中分别出来。分别归神乃是 成为圣别归神。圣别的
意思就是成圣,成圣的意思就是从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归于神
圣的事物。这是圣别的等次,圣别的祭司体系(在人的灵里事奉,
九三页)。
信徒不但是圣别的祭司,也是君尊的祭司。圣别的祭司是照着亚
伦的等次,而君尊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麦基洗德是君
王,也是君尊的祭司(来七 1)。圣别的祭司被分别出来, 代表神的
子民到神面前去,而君尊的祭司从神而来照顾我们, 就像麦基洗
德从神而来迎接亚伯拉罕,将饼和酒供应他(创十 四 17~18)。一
面,我们是圣别的祭司,总是代表人到神面前去; 但另一面,我们从
神而来,是代表神到人那里去(由基督与召会的观点看新约概要,
四二一页)。当我们弃绝整个世界,到主面前为罪人祷告:“主,求
你 施怜悯,记念他们,拯救他们,释放他们”,我们乃是圣别的祭司。
但是当我们有了许多祷告,从主的面前出来,以有能力并带着属天
权柄的方式,将出于主的事物作为生命供应人时, 我们乃是君尊
的祭司(在人的灵里事奉,九三至九四页)。
神所要得着的居所,......都在祭司身上。现在我们来看祭司身上
建造的光景。在祭司身上有金子和宝石的建造,这种建造的光景,
完全是个小型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一座金城, 而砌在金
城之上的墙是宝石。祭司身上的胸牌,刚好也是宝石镶嵌在金框
内。宝石在金框内同被建造成一个体系,而这个体 系不是一块宝
石,乃是十二块宝石,指明神所有的百姓。这给我们看见,连神所
要的建造,也完全是系在祭司身上,没有祭司就没有神的建造(祭
司职分与神的建造,一四三页)。
建造在一起的圣徒就是属灵的殿,这个属灵的殿乃是团体的人。
我在这里的点是说,“殿”和“祭司体系”乃是一个实体 (出埃及记
生命读经,一五一五至一五一六页)。
神要恢复祂召会的建造,定规先要恢复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
托住召会的建造;没有祭司职分,就没有召会建造的可能。所以,
神正在发出呼声,要呼召人出来尽祭司的职分,就像当日在西乃山
下呼召利未人一样。今天谁肯站在神这边,与神交通,让神通过,
起来作神的祭司呢?
你我若是真肯到神面前作祭司,与神交通,活在神的面光中, 让神
通过,我们就能丰丰满满的享受基督的丰富,彰显基督的荣耀;我
们身上就会挂着召会,我们和召会就是一体,召会的 建造就能在
我们身上得以完成。..
我们需要分别出一些时间,关到主面前去。我们不仅花费时间,也
花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这个人,在祂的面前。然后祂就能占有我
们,我们的整个观念就会改变,对祭司职任就有属 天的看法。
主的恢复乃是祭司职任的恢复。召会生活的恢复不是一个运 动,
工作或活动,而是祭司职任的恢复。主所需要的,乃是一班人被带
到主面前去,也是被带到主里面去,而与主是一。这 样主才能自
由地流出去,成就祂的目的,而实现祂的定旨(祭 司的体系,二二至
二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