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7/10-7/16                                       主题：对升天的基督作为怜悯、忠信、尊大之大祭司的启示、经历、享受 
 

Overview: 纲要Ⅰ和Ⅱ提示了有关祭司与祭司职分的基本认识。与主题直接相关的是Ⅲ至Ⅶ。 
Ⅲ与Ⅳ是对作怜悯、忠信、尊大之大祭司的升天的基督的启示，Ⅴ至Ⅶ是对那样的基督的经历、享受。 

Ⅰ．在圣经里，祭司的基本意义不是祭司事奉神，而是祭司将神供应人： 
A．在圣经里头一次提到祭司，确立了祭司的原则。 
B．圣经第一次用祭司这辞，是说到麦基洗德： 
①圣经中说到祭司职分基本的故事，乃是说到一个祭司从神而来，把神的
一些东西供应给神的子民：a)亚伯拉罕得着胜利后，预表基督是君尊大祭
司的麦基洗德出现了；亚伯拉罕能杀败四王，得回罗得，而得着胜利，必

是借着麦基洗德的代求 
②基督在天上的职事里，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标出为大祭司不是为着
罪献祭，如亚伦所作的，乃是将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
复活之过程的神（由饼和酒所表征）服事给我们。 

Ⅱ．希伯来书是一卷论到祭司职分三方面的书： 
A．第一面是亚伦的祭司职分，为我们的罪献祭给神：①亚伦的祭司职分不是神原初

心意的一部分，乃是因着罪的问题，后来加上的。 
B．第二面是君尊的祭司职分，为着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①基督是君尊的大祭司，

凡我们所需要的，祂都供应我们，把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分赐到我里面
作我们的供应，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C．第三面是神圣的祭司职分，为着拯救我们到底： 
①基督是君尊的，这是身分的事，而基督是神圣的，则是构成成分的事，也就是
说，具有必要的元素，使祂构成为神圣的大祭司。②神圣的祭司职分乃是不能毁
坏之生命的拯救大能。神圣的祭司职分乃是带来生命，消除死亡。 

Ⅲ．基督是怜悯、忠信的大祭司： 

A．希伯来一至二章启示，基督完全够资格作我们的大祭司：  

①祂是神的儿子，有神的性情。②祂是人的儿子，有人的性情。③祂成为肉

体，与我们一样。④祂被试诱、试验。⑤祂受了死的苦。⑥祂为我们的罪成

就了平息。⑦祂废除了魔鬼。⑧祂释放我们脱离死的奴役。⑨祂在复活里

产生许多弟兄，形成了召会。⑩祂被高举，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⑪祂是我

们救恩的创始者，元帅。⑫祂帮助我们。 

B．基督能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因为祂是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是人的儿子，具

有人性。 

Ⅳ．基督是尊大的大祭司： 

A．基督作我们尊大的大祭司，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祂

经过了诸天，且能同情我们的软弱。 

B．基督作我们尊大的大祭司，在至圣所里在神前担负着我们：①基督是我们怜

悯、忠信、尊大的大祭司，我们在祂的肩（祂担负的力量）上，也在祂的心

（祂的爱）上。②基督在至圣所在神前担负我们，将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

一神供应到我们里面。 

C．我们该对基督的祭司职分有响应，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

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Ⅴ．虽然基督作大祭司照顾我们，但对于祂该如何照顾我们，我们都有自己的

想法和感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也不知道一些事为什么会

发生；只有作大祭司的主知道原因，并且祂照顾我们总是积极的： 

A．当使徒保罗祷告主，求主挪开那根刺的时候，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完全。” 

B．主没有挪开那根刺，反将祂自己当作恩典分赐到保罗里面，使保罗认识祂是如何宝

贵、全足。 

C.  这种对基督作我们大祭司的经历，乃是最高的经历和享受。 

Ⅵ．至终，作大祭司的基督顾到神的需要

和权益： 
A．当我们向神的祷告是向着神经纶里的目

标，就是基督、神的国与神的家时，神必

垂听我们的祷告。 
B．不论我们为谁祷告，我们的祷告都该

对准神的权益，就是对准基督与召会
—神在地上的权益，以完成神的经
纶。 

Ⅶ．基督在升天里作大祭司的天上职
事，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
性与人性的调和，作三一神在人性里
的扩展、扩大、扩增和彰显，直到永
远，作为神经纶最终的目标。 

 
 
 

经
历
、
享
受 

启
示 

基
本
的
認
識 

与升天基督天上的职事合作#5 



Ⅰ．在圣经里，祭司的基本意义不是祭司事奉神，而是祭司将神供应人： 

创14:18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19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伯兰；20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

里，是当受颂赞的。亚伯兰就将所得的一切，拿了十分之一给他。 

Ⅱ．希伯来书是一卷论到祭司职分三方面的书： 

来2:17 所以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一样，为要在关于神的事上，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好为百姓的罪成就平息。 

5:6 就如神在另一处又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7:15 既然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兴起一位不同的祭司来，我们的话就更是显然的了；16 祂成了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之诫命的律法，乃是照着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17 

因为有为祂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18 一面是先前的诫命，因其软弱和无益，而被废掉， 

7:25 所以，那藉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 

Ⅲ．基督是怜悯、忠信的大祭司： 

来2:18 因为祂既然在所受的苦上被试诱，就能帮助被试诱的人。 

Ⅳ．基督是尊大的大祭司： 

来4:14 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坚守所承认的。15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祂乃是在各方面

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Ⅴ．虽然基督作大祭司照顾我们，但对于祂该如何照顾我们，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感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也不知道一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只有

作大祭司的主知道原因，并且祂照顾我们总是积极的：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

中作长子。 

Ⅵ．至终，作大祭司的基督顾到神的需要和权益： 

王上8:48 他们若在掳掠他们之仇敌的地，全心全魂归向你，又向着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向你祷告， 

但6:10 但以理知道这文书已经签署了，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因他素常就是这样行。 

弗6:17 还要藉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18 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在这事上儆醒，且为众圣徒祈求， 

Ⅶ．基督在升天里作大祭司的天上职事，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作三一神在人性里的扩展、扩大、扩增和彰显，直到永远，作为神经纶最终

的目标。 

启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161赞美主─祂的万有包罗性 

一_ 

哦主，于我你是何丰，是我一切一切； 

我的需要无论多多，你全应付无缺。 

我心欣赏你之所是，我灵向你敬拜； 

因着享受你的丰富，对你满了感戴。 
 
 
 
 

四_ 

你是祭司，人间选出，作我圣洁祭司； 

好像亚伦，蒙神所召，代人神前服事。 

凭爱将我带到神前，像大祭司一般； 

因爱在彼为我代祷，我的软弱承担。 

_五_ 

你是祭司，神所差来，作神君尊祭司； 

像撒冷王，麦基洗德，为神前来服事。 

带饼和酒从神而来，作我应时供应； 

将神带来，使我得享祂的所有丰盛。 



经历：①祭司的职事乃是将神供应给人 

基督作大祭司主要的点，还不在于祂事奉神，乃在于祂将神供应给我
们。我们必须脱开那肤浅的观念，以为祭司只是事奉神的人。每一个人，包
括街上那些不信神的人，都知道天主教的祭司是事奉神，烧香，担任“圣”
职的人。…我们需要过河，脱离低浅的观念，进到更高的观念。神不需要你
的事奉，神需要你把祂供应给人。基督为大祭司，主要的工作乃是把神供应
给我们。基督在你里面所作的，主要的是把神供应到你里面。这就是我们的
大祭司。祂一直只作一件事，就是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可能有人说，麦基
洗德并没有把神供应人；我就要问，那么饼和酒是表征什么？饼和酒乃是表
征神作我们的享受，神供应到我们里面，叫我们得着复苏、扶持、加力、滋
养，使我们因神一切的丰富而增长。这才是祭司的主要工作。 

 
在职青年篇 

罗 15: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勤奋的祭司，叫所献
上的外邦人，在圣灵里得以圣别，可蒙悦纳。 

身为基督徒的你是新约的福音祭司。祭司的任务是为了将神供应给人以
享受。人在大学会学到各式各样的技能。就业后就将学校所学的技能学以致
用，学习在职场上有用的技能。这些技能对你来说是必要的东西，请你务必
要在学校里好好学。然而，就算你在大学里学的是文科或是理科领域的专
业，请绝对不要忘记人本质的需要是享受神。首先你自己要享受神，然后要
将神供应给其他的人。这就是新约的福音祭司的职事。 
林后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
却日日在更新。 

神供应到人里面后，人就得着复苏、维持，扶持、加力、滋养、更新和
变化。享受神就会除去里面消极的东西，使得魂本来的功用、心思里冷静的
理解力、情感里正常的爱、意志里的柔软性和力量得着更新并提高。享受神
是你基本的必需，能够大大提高你工作的效率。不享受神的话，就会有以下
两个问题。 
a) 魂里心思、情感、意志无法平衡地相互扶持。因为无法各自充分的发挥

功用、互相帮助，就会在人里面产生混乱和矛盾，无法正常地尽功用。 
b) 就算使魂的功用发展到某种程度，也无法再提高、更新、变得更加丰

富。因为若是没有神新鲜的生命，人的魂的各部份的功用就无法得着更
新、拔高。 
关于魂的三部分要互相尽功用、整体正常地尽功用，可以举一个汽车的

例子。汽车的基本功能是："直行、转弯、停止"。因此车的底盘的刚度、引
擎的马力、变速器要恰当地传送动力给轮胎、刹车的性能，一切都要保持良
好的平衡、互相发挥功用，车子才能正常地运行。就算只有引擎很好，若是
其他功能不强，车子整体就无法正常地运行。在职青年的弟兄姊妹，每天早
晨花 15分钟祷读主话、享受神对你而言是何等的重要！在职生活中，你能
够享受神、将神供应给你身边的人。 

 
 

经历：②在大祭司的照顾下，回到灵里，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来 4:14 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
稣，便当坚守所承认的。15 因我们并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
司，祂乃是在各方面受过试诱，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16 所以我们只
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完全是在灵里的事。我们若在心思里，就很难进入
至圣所。我们若是属魂的人，常常游荡在魂的旷野里，就必定离至圣所很远
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就能进入天的门，借着基督作天梯，摸着天上施恩的宝
座。…为此我们需要神活的话，刺入我们的深处，把游荡的心思与灵分开。
只要我们在灵里，我们就有天的门；门内有施恩的宝座。进入至圣所不需要
花时间，因为至圣所和我们的灵之间，没有距离。每当我们从深处呼喊
“哦，主耶稣”，我们立刻就在至圣所里，摸着施恩的宝座。我们何等需要
摸着施恩的宝座！ 

中高生篇 
作为中高生的你，在学校的学习和人际关系上，要通过回到自己的灵里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若能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你就能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
的帮助。应时的帮助是指 Timely help。以打棒球为例，在对方的跑垒员将
要触踏二垒或三垒的时候，击球并得分。如果在跑垒员还没有要进垒时就击
球，就算击中也不能得分。要成为优秀的击球手，需要打出很多适时的击
球。那样就能够成为得分高的常胜击球手。基督在你的学校生活里，是常常
能打出适时击球的常胜击球手。在天上的大祭司基督能够给你应时的帮助。
当你需要鼓励的时候，施恩的宝座就会应时地供应鼓励给你。当你需要智慧
的时候，祂会应时地供应智慧给你，作你应时的帮助。 
来 4：11 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随着那不信从的样子跌
倒了。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
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提后 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 

要得到应时的帮助，你需要学习区分灵和魂。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可以区
分灵和魂。你没有区分它们的能力。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是活的，比一切两
刃的剑更锋利，能刺入、剖开并辨明魂与灵。若能辨明魂和灵，你就可以停
留在灵里。因为灵和属天的宝座相联接，留在灵里，你就可以实际地来到施
恩宝座前，受怜悯，得到恩典作应时的帮助。阿们！ 

在生活中请实行以下事项。 
a) 晨晨复兴：每天早晨一定要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祷

读主的话 
b) 加入滴灌的祷告群里，每天听一分钟的祷告，并祷告一分钟 
c) 参加各种聚会，积极的讲说神的话 
d) 注意不要沉迷于电脑游戏。为了自制，实际地定下规则，不过度玩游戏 



约翰福音 11章的里程碑：死人的需要―生命的复活 
By神大 BSG OB/OG 

约 11:1 有一个患病的伯大尼人拉撒路，是马利亚和她姐姐马大那村子的人。
2 这马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自己头发擦祂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她
的兄弟。3 姊妹二人就打发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看哪，你所爱的人病了。
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藉此得
荣耀。 
11 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12 
门徒对祂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13 耶稣原是指着拉撒路的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祂是指拉撒路安然睡觉说的。14 所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
撒路死了。15 我为你们欢喜我不在那里，好叫你们信。现在我们往他那里去吧。 
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26 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 27 马大对祂说，主啊，
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到世界的。 
32 马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祂，就俯伏在祂脚前，对祂说，主啊，你若早
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33 耶稣看见她哭，并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灵里悲愤，又受搅扰，34 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说，主啊，来
看。35 耶稣哭了。36 犹太人就说，你看祂何等爱这人。37 其中有人说，这
位开了瞎子眼睛的，岂不能叫这人也不死么？38 耶稣又灵里悲愤，来到坟墓
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39 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
的姐姐马大对祂说，主啊，他已经臭了，因为这是第四天了。40 耶稣说，我
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么？ 
41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42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
了我来。43 说了这话，就大声喊着说，拉撒路，出来！44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让他走。 

1 节里得病的拉撒路的姊妹们到主这里来求医治。可是，主没有打算来
医治他。这是指即使人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但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死的话，
主不会为了救他而来。因为主的拯救不是医治，而是让死人复活。主的拯救
不是医治人，而是使人复活。医治是改善的问题，而使之复活是生命的问题。
主的拯救不是改善人的问题，而是让人接受他的生命，使人复活。 

有一位姊妹得救之前，有吸烟的习惯。虽然知道吸烟带来肺癌的可能性
非常高，但是戒不掉。可是，主的生命进入她里面，借着死人被复活，就可
以从吸烟这个坟墓里出来。赞美主。死人的需要是接受生命。死人得医治的
唯一的路，是接受生命。只有生命能战胜死亡。 

 

 

证明人是死的几个事例∶ 

a) 死人因为軟弱，无力，无法行善 

b) 死人行恶没有意识，感觉 

c) 死人在罪的捆绑中 
死了的拉撒路被用布包着，关在坟墓里。今天许多人在罪中被捆绑，罪

就是他们的坟墓。 
罗 7:18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
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19 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
的恶，我倒去作。 
耶 13:23 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
恶的，便能行善了。 
注解：古实人即埃提阿伯人。以色列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源头，泉源，就成为
邪恶的；他们有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的心，并且有不变的罪性，像古实
人的皮肤和豹的斑点，是不能改变的。这暴露出堕落之人真实的光景。 

人真正的情形，不仅仅是生病，还是死的。为了接受主的拯救，需要借
着主的话被光照，认识自己是在死的毫无办法的光景里。 

在 25节，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只有主能应付死人的需要。
主的生命在他的话里。让拉撒路死而复话的是，「拉撒路，出来！」主的话。
死了的拉撒路听到主的话，复活了。约翰 5章 25节说，「    死人要听神
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今天你也可以听主的话，复活，从坟墓
里出来。借着这样，你确实可以从贪婪、嫉妒、嫉恨、震怒、奸淫、赌博、
吸烟的习惯、堕落的电影、网络游戏依存症、LINE和 Twitter等的 SNS依
存症等等其他的罪恶的坟墓里出来。哈利路亚！ 

在 25-26 节主问马大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你相信这话么？」。在27节马大对耶稣说，「主阿，是的；我信你是
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来到世界的」。马大她所答的并非主所问的。她为
老旧，先入为主的知识所遮蔽，不能了解主新的话语。人的老知识，老意见，总
是人洞晓主新启示的遮蔽。你来到主的话时，需要将自己的意见或知识放在一
边，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向主敞开，来到主这里。不然的话人的意见不仅不能
帮助主的拯救，还妨碍人接受主的拯救。 
 
 309 (J241) 
1 What a wonderful change in my life has been wrough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I have light in my soul for which long I had sough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Floods of joy o'er my soul like the sea billows roll,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2 I have ceased from my wand'ring and going astray,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And my sins which were many are all washed away,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3 I'm possessed of a hope that is steadfast and sure,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And no dark clouds of doubt now my pathway obscure,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