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奉主，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鸟瞰､诗歌 556） 
纲要：被神的建造所量度后，我们事奉主。传福音、帮助弟兄姊妹时，因为我
们看见主、因着主而做，这就是事奉主。当我们事奉主时，需要操练自己的灵、
进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享受基督作隐藏的吗哪、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 

Ⅱ．“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有…四面包金的约柜，柜
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来9:3-4）： 
Ａ．隐藏的吗哪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祂面前所享
受的那分基督；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我们就能最亲密、最隐藏
地享受基督；这就是享受隐藏的吗哪，就是基督隐藏的那一分： 
１．要胜过别迦摩召会的情形，就要把自己从今天基督教一般的实行中分别出来，只
留在神面前，直接地事奉祂，而不是事奉任何别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能享受到一些出
于基督的东西，是所有远离神面的人无法尝到的。 

２．我们若要享受隐藏的吗哪，我们与神之间就必须没有距离；我们与主
之间一切的间隔，都必须除去。 

3．当我们事奉主并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就与主有直接的交通，并认识
祂的心意和目的；我们在主的同在中，祂才能把祂和祂的心意，以及祂
所要我们作的一切托给我们。 

4．当我们事奉主，就有神的托付，因为我们在祂面前，晓得自己与神之
间没有距离。 

Ｂ．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
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杏： 
1．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
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幕内见证柜前；然后神说，“我
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 

2．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哪一根
就是神所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事奉的根据，乃是
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的；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
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 

3．一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只
把亚伦的杖留在约柜里，作永远的记念；这意思是说，复活乃是事奉神
的永远原则： 
a．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
我们不能。b．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我们作的；所有认
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c．天然的力量
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时，以撒就不能生出
来。d．凡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才是复活的；人必须
到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 
e．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
们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 

Ｃ．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神圣生命之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
自动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圣的性能： 
１．这生命的律，神圣的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作一切事来完成神的经纶： 
a．照着这性能，我们能认识神、活神，并且在生命和性情上由神构成，
使我们成为祂的扩增，祂的扩大，作祂的丰满，使祂得着永远的彰显。b．不
仅如此，内里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上具有各种功用的众
肢体。 
２．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

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
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
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百姓面前伺候他们。…以色列人走
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事
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 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
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的”—（结44:10-11､15-16）： 
Ａ．在神的眼光之中，不只有事奉殿的事奉，还有一种更好的事奉，就是事奉
主。 
Ｂ．神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属乎“我”，就是要人在“我”面前
事奉“我”； 神唯一的目的， 并不是许多东西， 乃是“我”。 
Ｃ．事奉了主，并不是对于殿不管了；事奉主的人也传福音，拯救罪人，帮助
弟兄姊妹进步，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他们所看见的就是
主自己；他们完全是因着主的缘故而宝贝人的。 
Ｄ．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只看见主，就顶自然也会服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事
奉主这个问题，就在乎主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最大的。（第一天和第二天） 
E．我们事奉主所作的一切，都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祂的满足、心愿、快
乐、目的、喜悦和荣耀。 
F．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引诱和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因为这些完全是为着一
己的喜好和荣耀。 
G．没有一个人能事奉主而不就近主，不用祷告来亲近主的；属灵的能力不是
讲道的能力，乃是祷告的能力；能够祷告多少，就是表明我们里头的力量实
在有多少。 
H．如果我们要在至圣所里事奉主，我们就必须在祂面前多花工夫、多祷告；
我们需要亲近祂，站在祂面前等候祂的旨意。 
I．祷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寻求祂的旨意，以蒙拯救脱离任意
妄为的罪。 
J．事奉主的人要将脂油与血献给祂： 
１．供物的脂油预表基督身位的宝贵，血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 
2．在我们对神的事奉中，我们必须将这两样献给祂；血是为着神的圣别和公
义，脂油是为着神的荣耀。 

K．事奉主的人要穿细麻材质的衣服，不可穿羊毛衣服或使身体出汗的衣服： 
1．细麻衣表征在赐生命的灵里，凭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日常生活和行事；这样
一种生活和行事是纯净、洁净并细致的。 
2．羊毛衣服会使祭司发热出汗，这是堕落之人在神咒诅下，没有神的祝福，
凭自己能力和力量劳苦的记号。 
3．出汗的工作就是一切凭人为努力，没有父神祝福所作的工；凡事奉主的人所作的，
必须是不出汗的工作，不用人为努力和肉体劳力的工作。 
4．如果我们有够多时间在神的同在中，在神面前对付好了，在人面前就不必出汗；
我们能以最少的力量作最多的事。 

L．“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他们事奉主，禁食的

2017/10/16-10/22 以西结书结晶读经（二）#9 



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使徒
13:1-2）（第四日）： 
1．这就是新约的工作，也是新约工作唯一的原则—圣灵的工作只能在事奉主
的时候启示出来。 

2．唯独在事奉主的时候，圣灵才打发人出去，所以如果不把事奉主放在先，就什
么都倒乱了；只有圣灵有权柄能分派人去作工。 

3．事奉主不是外面的一切工作都不作了；反而外面的一切工作，都该以事奉
主作根据。 

4．我们是因为事奉主而出去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没有事奉主作根据。 

将我们模成神长子基督的形像： 
a．生命的律不是规律我们不作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b．生命
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作什么；反之，当
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
我们模成基督的形像。c．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
儿子，神也就要得着祂宇宙的彰显。 

第一天：结 44:10-11、15、纲要Ⅰ 
第二天：结 44:15-16 纲要Ⅰ 
第三天：结 44:17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
穿羊毛衣服。18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间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束上
使身体出汗的衣服。 
创3: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取出的；你本是
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赛30:15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
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靠；你们竟自不肯。 太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29 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
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
是轻省的。 
第四天：结 44：16 纲要Ⅰ 
徒 13:1-2 纲要Ⅰ的 L 
第五天：来 9:3-4 纲要Ⅱ 
出16:33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珥吗哪，存放在耶和华面
前，要留到世世代代。34 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把吗哪存放在见证的
版前保留着。 
第六天：民 17:8 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哪，利未家亚伦的杖已经发
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耶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
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太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可10:27 耶稣看
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路18:27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林后1:8 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西亚所遭遇的患
难，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
望都绝了，9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
复活的神；4:7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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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①：到主面前、听主的声音、马上服从 

事奉主的根基，或说事奉主之根底下的条件，就是亲近主，敢到主的
面前来，能在主的面前坐得牢，能站在主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事奉
主而能不亲近主的，也没有一个人能事奉主，而能不用祷告来亲近主的。
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能力，属灵的能力乃是祷告的能力。能够祷告多少，
就是表明你里头的力量实在有多少。没有一件属灵的事，是需要力气过于
祷告的。 

侍立（主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候命令，等待神说出祂的旨意来。
所有在神面前的罪，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违背主的命令。如果主发了命令
你不作，就是罪。但请你记得，不只这样，在这里还有一种也是罪，就是
主没有命令而你去作了。所以，一种是悖逆的罪，一种是妄动的罪；一种
是主说了你不听，一种是主没有说，你就去作了。 

如果我们要在至圣所里事奉主，我们就必须在祂面前多花工夫、多祷
告。……我们是需要祷告来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我们是需要祷告来使
我们亲近神的。所以祷告就是侍立，就是站在神面前寻求祂的旨意。 

在职青年・服事篇 
侍立主前，是到主面前去，等候主的声音，命令。你一旦听到主的命

令，必须立刻行动。还有，没有听到主的命令，不可随着自己的意见行动。
这是越权行为。堕落的人，就算听到主的命令，磨磨蹭蹭不马上实行。亚
当和夏娃的失败，是因为听到“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
个主的命令后没马上实行，撒旦就进来了的。如果他们马上作出反应，撒
旦就没有进入的余地。 
创 2:16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17 只
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在公司你也需要明确地理解，自己的权限到哪里，谁有权决定，谁是
该项目的领导者。因为所有的权限，都是主立的，或是主为了某个目的而
允许设立的。没有理解这一权限而实行业务的话，会浪费更多的时间，造
成混乱。人是高傲的，都想有权限。然而，这里的论点在于：为了正确、
有效率地做事，需要清楚了解谁有权限，他的权限到哪里。所以，就算你
想要有权限，如果你实际上并没有的话，就无法行使那个权限。因为愿望
是不同于事实的，请客观正确地理解。因为这是决定你的在职生活成功与
否极其重要的关键点。绝对不能避开。 

有人拼命做业务,不过关于业务上的权限并没有正确的认识。结果，花
很长的时间去做却全部徒劳。因为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这样的人不应该
自己去决定业务的方向性，而是向有权限的上司确认之后再推进。那不是
你有没有知识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权限的问题。 

关于这件事，在召会中的服事上也是一样。你必定遵从领导者的指示，
在身体里的配搭中服事。同时，你需要运用灵，进到至圣所，听神的声音、
命令并服从。如果主对你说“请遵从领导者的指示”，或听到“出去传福音”
这个声音，请你立刻服从并实行。那样的话，你是蒙福的。 
 
 
 
 
 
 
 

经历②：承认自己的不行，经历基督的复活 

发芽的杖与神子民的建造有关。……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

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杏。 

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

一切乃是神作的。 

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知道自己

不能的人。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时，以撒

就不能生出来。凡是你能的，乃是天然的；你不能的，才是复活的。……人必须到

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 

中高中生篇 

考大学和考高中是你经历主的很好的机会。在准备考试学习时，主对你的要求是将主

赐给你的能力完全的发挥。为了使你的能力完全地得以发挥，你一定需要经历基督。 

太 25:20 那领五他连得的，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得进前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五他连得；

请看，我另赚了五他连得。21 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

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4 随后那领一他连

得的，也进前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

簸散的地方要收聚；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连得埋藏在地里；请看，你仍有

你所有的。26 主人就回答他说，又恶又懒的奴仆，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

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27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

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根据太 25：14〜30，有 5他连得的人，被要求另赚 5他连得，有 2他连得的人，

要另赚 2他连得，有 1他连得的人要另赚 1他连得。另外，赚 5他连得的人与赚 2

他连得的人，在主的眼中是一样的，称赞的话也是一样的。所以，请你注意不是你

要赚多少，而是你将赐给你的能力完全地使用了多少。换句话说，并不是要求所有

的人都去神户大学。 
在 26 节里，主承认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厉的。表面上看，主是在“没有撒种

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但是，根据新约的原则，主要求的时候，

主恩典的供应比要求要丰富的多。你要呼求主的名，承认自己的缺点，经历基督。

愿你的能力能够被完全地使用。 

为了在准备考试的学习上完全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请你理解自己的智慧，理解力，记忆

力，集中力，忍耐力，毅力是不够的。当然你有这些能力，但那是不够的。 

比如，你学习英语等语言的能力很高。但是，你的懒惰和集中力的不足妨碍了你将这个

能力完全的发挥出来。因为堕落的人不均衡，所以，自己无法拯救自己。这时，你应该先经

历基督作集中力，忍耐力和毅力。 

不仅如此，就连你学语言的高能力也因着堕落而受伤了，应该借着主的生命被

重建，使其更丰富。这样，你学语言的高能力就能够被完全的使用。不承认自己的

“无”，就无法在复活中经历基督作实际。请你操练灵享受主的恩典，带着喜乐，

突破准备考试的学习。 
提后 4:22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 

  



556 祈りー至聖所の中で 

１ 至せい所に入り, まくのうちで生き, 

めぐみの座に触れ, 生けるみず通す。 

２ わが霊,至せい所, 主はわが霊に住む; 

ただ霊にいるなら, かれにまみえる。 

３ 復かつのかおり, 霊にありはなたれ, 

霊にあるいのりで, 主を発ぴょうする。 

４ ひかりと糧しょく, 主の豊富きょう受し, 

復かつのかおりが それにくわわる。 

５ さらに主に触れ, ますます主を得る; 

いのちの法そくと, マナとして得る。 

６ 復かつに触れて, 枯れたつえ,芽吹く; 

ここに御座があり, めぐみながれる。 

７ あつまり,いのり, 霊,解放し,調和する, 

そこは至せい所で, われ,主に触れる。 

８ この至せい所で, 祭司のせいかつし, 

御座に多面で触れ, みず,ながし出す。 

 

#556 祷告─在至圣所里 

１ 我要进入至圣所，幔子里面过生活， 

摸主施恩的宝座，让主活水来流过。 

２ 我灵就是至圣所，主在里面今住着； 

只要回到灵里面，我就与主得相见。 

３ 复活基督的馨香，调在灵里来发放； 

在灵里面我祷告，祂就藉此得发表。 

４ 摸着灵里的基督，就必饱尝祂丰富： 

生命亮光、生命粮，加上复活的馨香。 

５ 越摸越深越丰富，摸着深处的基督： 

摸着生命的律法，摸着隐藏的吗哪。 

６ 摸着复活蒙悦纳，如同枯杖发了芽； 

在此才有施恩座，恩惠流出如江河。 

７ 我们聚集同祷告，灵得释放并相调， 

也是进入至圣所，在此能将主摸着。 

８ 我们在这至圣所，同过祭司的生活， 

多方摸主施恩座，直到活水全流过。 

ymns,#769 Prayer - In The Holiest 

Hymns,#769  Prayer - In The Holiest 

1 To the holiest place I'd come, 

There within the veil to be; 

There to touch the throne of grace, 

Let Life's water flow thru me. 

2 Now the holiest place of all 

Right within my spirit is; 

Here the Lord in me abides, 

And my spirit joins with His. 

3 To my spirit I'd return, 

For 'tis here the Lord I'll meet; 

O how marvellous it is! 

He's within, in me complete. 

4 Fragrance of the risen Christ 

Thru my spirit may be spread; 

If in spirit I will pray 

Christ will be exhibited. 

5 If in spirit Him I touch, 

With His riches filled I'll be; 

Life and light and love and grace 

As a stream will flow thru me. 

6 Touching deeply, richly I 

Of Himself experience, 

Thus the law of life I touch 

And His clear anointing sense. 

7 In my spirit deeper still 

I would touch the Lord I love, 

Touch Him in His hidden depth 

And His hidden manna prove. 

8 When the resurrection life 

Is made real in pow'r to me, 

As the rod with sprouting buds, 

I will then accepted be. 

 

 

 

 

 

9 Here I find the throne of grace, 

Where the living water flows 

As a river full of grace 

Into me grace to bestow. 

10 Then whene'er we meet to pray, 

All our spirits we'll release; 

Mingled will our spirits be, 

And we'll serve the Lord as priests. 

11 This is the holiest place is too, 

Where we all may touch the Lord, 

Touch His throne in many ways 

Till His grace on us is pou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