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主者的人格 (The humanity of one who serves the Lord.)

2016.11.28-12.4

Ⅰ．最高的道德乃是人道
加上神性；這就是神的神
聖屬性彰顯在人被造的
美德裏；這些高超的美德
有七個主要項：

建造召會的事奉＃5

Ａ．我們必須有超凡的愛。
Ｂ．我們必須有極廣的寬恕。
Ｃ．我們必須有無上的信實。
Ｄ．我們必須有盡致的卑微。
Ｅ．我們必須有絕頂的純潔。
Ｆ．我們必須是至聖至義的。
Ｇ．我們必須是光明正大的。
Ａ．基督徒的人格不是指我們天然的美德，乃是活在我們裏面，並且從我們裏面活出來的基督；我們必須給人看出是
在基督裏，並且該在我們的身體上顯大基督。
Ｂ．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這六項美德，在人看
來，項項都不容易作到，但我們在那加我們能力的基督裏面，這些美德項項都能有。
Ｃ．這樣，我們就能活出敬虔和該有的人格，就是基督顯在我們身上，並從我們裏面活出來。

Ⅱ．基督該是我們的人
格，而給人看出是在基督
裏，乃是指我們的人格；
我們乃是從在基督裏，變
化到給人看出是在基督
Ｄ．正當的人格一失去，我們就立刻沒有地位和權利事奉主；我們要靠恩典，保守這個以基督爲正當人格的生
裏：
活（By grace we have to maintain this life through holding Christ as the proper humanity）
。
Ⅲ．我們要愛主， Ａ．我們若不愛主，失去了主吸引的管制，甚麼事都可能作得出來。
我們的人格才得 Ｂ．我們要仰望主，保守我們不變，保守我們直到路終；我們若愛慕主顯現，就會蒙保守在基督作我們人格的境地中；
到保障：
等祂回來時，我們必定得着獎賞。
Ⅳ．我們能從素祭
看見耶穌的人
性，素祭豫表在神
人生活裏的基
督；素祭也豫表我
們的基督徒生活
和召會生活，乃是
基督之神人生活
的翻版：

Ａ．細麵是素祭的主要成分，表徵基督的人性，在各方面都是柔細、完全、柔和、平衡、正確的，沒有過度或不及之
處；這表徵基督人性生活和日常行事爲人的優美和卓越。
Ｂ．素祭的油表徵神的靈作基督的神聖元素。
Ｃ．素祭裏的細麵調油，表徵基督的人性與聖靈調和，並且祂的屬人性情與神的神聖性情調和，使祂成爲神人，獨特
的兼有神性和人性，並沒有產生第三性。
Ｄ．素祭中的乳香表徵基督在祂復活裏的馨香；乳香加在細麵上，表徵基督的人性含有祂復活的芬芳。
Ｅ．素祭所用以調和的鹽，表徵基督的死或基督的十字架；鹽的功用乃是調味、殺菌和防腐。
Ｆ．素祭沒有酵，表徵在基督裏沒有罪和任何消極的事物。
Ｇ．素祭沒有蜜，表徵在基督裏沒有天然的感情和天然的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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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我們若喫基督作素祭，我們就要成爲我們所喫的，並且因我們所喫的活着；藉着運用我們的靈接觸具體化於話裏的那靈，我們就喫
進耶穌的人性生命與生活，被耶穌所構成，耶穌的人性生活也就成了我們的人性生活。
Ａ．那靈，就是我們所喝並從我們裏面湧流出來的活水，是由耶穌的人性構成的；沒有耶穌的人性，就不會有這樣
的靈。
Ｂ．沒有人的素質，神的靈就無法成爲生命的水流；神要成爲湧流的生命江河，就必須有耶穌的人性構成在裏面。
Ⅵ．因爲耶穌尚未在
『現在有了那得着榮耀之耶穌的靈，…我們接受祂像祝福的江河流入我們裏面，從我們流過，並從我們流出。』
復活裏得着榮耀，所 Ｃ．
。
以還沒有的那靈，乃 （慕安得烈）
是有耶穌之人性的 Ｄ．耶穌說，『人若渴了，可 １．我們要有生命的流，就必須飲於耶穌的人性；我們不僅必須飲於神的靈，也必
靈；今天那靈已經由 以到我這裏來喝；』我們必須 須飲於一位被高舉者的靈，被高舉之人的靈。
耶穌那得着榮耀的 注意，這個『我』是誰；這個 ２．我們需要飲於這位復活、升天的人—耶穌；全備的供應不是僅僅出於神的靈，
人性所構成：
『我』不僅是那神聖者，更是 乃是出於耶穌基督的靈。
約翰 7：38 信入我 那人耶穌；因此當我們到耶穌 ３．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必須達到耶穌人性的標準；我們不是要作天然的人，乃是
的人，就如經上所 這裏來喝祂的時候，我們是來 要作耶穌那樣的人。
說，從他腹中要流出 喝這個人；我們不僅飲於祂的 ４．我們飲於耶穌的靈，乃是爲着耶穌的人性；如果我們天天飲於耶穌的靈，我們
活水的江河來。39 神性，更是飲於祂的人性：
的所是都要成爲生命的流，不僅滿足我們自己，還能滿足別人。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 Ｅ．爲着召會的事奉，爲着我們日常的行事，並爲着主的恢復，我們必須享受耶穌人性的靈。
入祂的人將要受的 提摩太後書 3:1 但你要知道，末後的日子必有艱難的時期來到；2 因為那時人要成為愛自己者、愛錢財者、自誇者、
那靈說的；那時還沒 狂傲的、毀謗者、違背父母的、忘恩負義的、不聖的、3 無親情的、不解怨的、好說讒言者、不能自約的、性情兇
有那靈，因為耶穌尚 暴的、不愛良善者、4 賣主賣友者、鹵莽行事的、為高傲所蒙蔽的，寧願作愛宴樂者，不願作愛神者；5 有敬虔的
未得著榮耀。
外形，卻否認了敬虔的能力；這等人你要躲開。
Ｆ．信徒是地上的鹽，在地上殺菌防腐；鹽的基本元素是耶穌的人性。
Ｇ．信徒是世上的光，讓他們的光照在人前，以消除世界的黑暗；惟有藉着接受耶穌的人性，我們才能作光。
Ａ．我們需要清心呼求主的名；當我們呼求主名的時候，我們實在是把祂的人性接受到我們裏面來。
Ｂ．我們需要吸入神所呼出之聖經的每一句話；這就是禱讀並默想神的話。
Ⅶ．享受耶穌人性的 Ｃ．我們需要實行身體的生活；我們要『同那』呼求主名的人，竭力追求基督作公義、信、愛、和平；
『同那』指
路主要有五項：
明身體的生活。
Ｄ．我們需要操練靈；
『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
Ｅ．我們需要經歷主與我們的靈同在，而有恩典與我們同在。
Ⅷ．我們必須爲整個主恢復的情形禱告，使眾弟兄姊妹在地方召會中豐滿的享受耶穌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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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經歷
約翰 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
人，也要因我活著。
我們在自己裏面無法過一種爲人生活，像主耶穌所過的那樣。
只有祂能過這樣的生活。但我們藉着來到祂的話跟前，運用我們
的靈禱讀主話，就能隨時接受主耶穌。我們這樣作的時候，就接
觸了那靈，那靈也就將主耶穌供應我們作我們的滋養。因爲我們
所喫的就成了我們的所是，所以我們越喫耶穌，就越被耶穌所構
成。藉着喫耶穌的人性生活，祂的生活就成了我們的。
那靈在我們裏面，聖經在我們外面。二者加起來就是在祂人性
生活裏的基督。我們運用我們的靈禱讀主話的時候，就接觸那靈
並享受基督的人性生活。這就是素祭。
在職篇：阻礙你的用處的最大原因就是，你的不均衡的人性。人性
不均衡，就無法正確地安排人事物。例如，專案的成功或失敗的原
因，A 占 4/5，B 占 1/5。這樣的情形，需要正常分配稱讚或是警告
的比例。但是，裁定的隊長如果人性不均衡，就無法正確評價、正
確地帶領人。
第一是從清潔的心中呼求主的名：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
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提後 2:22）
當我們呼求主名的時候，我們實在是把祂的人性接受到我們裏面
來。
ⅱ)『聖經都是神的呼出。
』
（提後 3:16）
。聖經都是神所呼出的，
要使我們成爲真正、正確屬神的人。我們不僅需要呼求主名，也
必須吸入聖經的每一句話。這就是禱讀主的話。這兩點對於接受
主的人性是多麼重要！
ⅲ)第三點是身體的生活。保羅不是僅僅要我們自己一個人呼求
主，乃是要我們同着別人呼求（提後 2:22）
，這是一種團體生活。
我們享受主的人性，是要和那些清心呼求主的人一同來享受。
ⅳ)第四點，保羅告訴我們要操練靈：
『因爲神賜給我們的，不是
膽怯的靈，乃是能力、愛、並清明自守的靈。』
（提後 1:7）
ⅴ)第五點是有一個奇妙的人位在我們的靈裏：
『願主與你的靈同

③

在。』
（提後 4:22）
在學篇：在學生時期享受耶穌的人性而成長，是對將來奠下重要
的基礎。能夠取得並享受耶穌的均衡、卓越的人性，是多麼棒的
福音！你絕對不要看到自己的缺點而消沉或是裝作沒看到。單純
地每天早晨、一年 365 個早晨、疲累時、狀況不佳時、不管何時，
與弟兄姊妹一同呼求主名、禱讀並享受主的話。如此天天單純地
實行，能夠慢慢變化你。哈利路亞！
從高品變作低下，失去了作人的地位和權利。基督徒是會墮落到
這種景況的，好比亞力山大，他沒有人格，竟苦害一位愛主、事
奉主的僕人。底馬也是愛了現今的世代，離棄保羅。…遇見風波
時，不要聽那些傳聞，不要受別人變卦的影響，也不要問爲甚
麼，…我們今天要仰望主的憐憫，保守我們不變，保守我們直到
路終。
今天我們願意留在基督裏，給人看見我們是在基督裏的人，不
僅如此，我們也就在那加我們能力者的裏面，凡事都能作。
腓立比書 4:8 末了的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凡
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
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13 我在那加我能
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這六項美德，在人看來，項項都不容易作到，但我們在那加給
我們能力者的裏面，項項都能作。
第一，我們只有具備這樣的人格，才有資格來事奉主。人格一
失去，就立刻沒有地位和權利事奉主。第二，我知道你們還年輕，
最少我也比你們先走了六十年的路。這條路我很熟悉，你們前面
的路途是遙遠的，路中的艱難也是多多的。
『神未曾應許：天色
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
（詩歌五二六首）所以你們要靠
恩典，在基督裏站住，保守這個以基督爲人格的生活。
在學篇：你因著基督和召會生活受到莫大的益處，所以絕對不要忘記主
和帶領你的弟兄姊妹的恩、背叛、離開神的經綸、召會生活。你還年輕
所以還有些不穩定的地方，要維持在恩典中被變化的立場。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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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主を賛美する ― 彼に満足する
1. イェスはわがいのち，なが愛のーゆえ，
ひと日にーせんかい，御名をさーけばん。
(復)
イェス，さい愛の主にくらぶるものなし;
なれのえがお見て，われよろーこばん。
2. いかに愛すべきか，われ知らーねど，
火のごとーきあいはこころ燃ーやす。
3. イェスわがすべてぞ，依りたのーむ主，
こころしーたうもの，とわのちーから。
4. 燃えるあいの火はにち夜つーのり，
他のあいーすべてを焼き尽くーしぬ。
5. わがあいなるイェス，またわがーうた;
その価値ーをだれか知るを得ーんや。
6. このあい，なににも制限を受ーけじ;
主のあまーき価値はきのうにまーさる。
(人位の場合のおりかえし)
イェス，さい愛の主を，人位とし受け入れん;
うちに生くるのはあいする主ぞ。

208. Praise of the Lord - Satisfaction with Him
1. Jesus, Jesus, dearest Lord!
Forgive me if I say,
For very love, Thy sacred name
A thousand times a day.
(Chorus)
Jesus, Lord, with me abide;
I rest in Thee, whate'er betide;
Thy gracious smile is my reward;
I love, I love Thee, Lord!
2. I love Thee so I know not how
My transports to control;
Thy love is like a burning fire
Within my very soul.
3. For Thou to me art all in all;
My honor and my wealth;
My heart's desire, my body's strength,
My soul's eternal health.
4. Burn, burn, O love, within my heart,
Burn fiercely night and day,
Till all the dross of earthly loves
Is burned, and burned away.
5. O light in darkness, joy in grief,
heaven's life on earth;
Jesus, my love, my treasure, who
Can tell what Thou art worth?
6. What limit is there to this love?
Thy flight, where wilt Thou stay?
On, on! Our Lord is sweeter far
Today than yesterday.

169
1. 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因为爱的缘故，
求原谅我，将你圣名，日念千遍不住。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2. 我心爱你，不知如何约束我的奇乐；
你爱有如一团热火，使我心中火热。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3. 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倚靠、食粮、
我心“羡慕、
”我身医药、我魂永远力量。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4. 烧、烧，哦爱，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
直至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5. 暗中之光、忧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耶稣，
你是我爱、我歌，有谁知你价值！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6. 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那里停止？进、进，
我主，甘甜价值今日远胜昨日。
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物与你比拟，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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