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祭司的承接圣职

③在祭司承接圣职的事上，献赎罪祭和燔祭紧
接在膏抹之后；这些供物提醒我们，我们是谁，
I. 在西乃山律法的颁赐以及帐幕的建造之后，神
我们是什么，也提醒我们什么是我们该是却还
赐给祂的子民利未记各章，训练他们敬拜并有
不是的。
分于祂，而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
II. 利未记八章里的记载，是关于祭司亚伦和他儿 I) 摩西给亚伦的儿子们穿上祭司的衣服，表征作
新约祭司的信徒，以基督的神圣属性调着祂的
子们的承接圣职：
人性美德为妆饰；我们外在的彰显应该是基督
A) 这指明一至七章的献祭，是为着祭司的承接圣职
的神圣属性显于人性美德：
或接受任命。
①按预表，衣服表征彰显；祭司的衣服表征事
B) “承接圣职”一辞，原意为“双手充满”；亚
奉的祭司所彰显的基督；祭司也借着他们的圣
伦承接圣职，得着大祭司圣别的地位，借此他
衣，分别为圣归与神。
虚空的双手就得着充满。
出28:2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作圣衣，为荣耀
出28:41…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儿
为华美。
子们穿戴；又要膏他们，使他们承接圣职，
②祭司的衣服主要是为荣耀为华美，表征基督
将他们分别为圣，他们好作祭司事奉我。
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彰显；荣耀与基督的神
利8:26…取一个无酵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
性（祂的神圣属性）有关；华美与基督的人性
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
（祂的人性美德）有关。
27…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③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预表，是
28…烧在坛上的燔祭上，都是承接圣职所献
为着荣耀；祂的人性，由蓝色、紫色、朱红色
怡爽的香气，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线和细麻所预表，是为着华美；我们过彰显基
C) 我们承接祭司的职任，必须有包罗万有的基督
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生活，就得着圣别，
作全部五种祭（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
并够资格成为祭司体系。
与平安祭）“充满我们的双手”，给我们享受。
出28:4 他们要作这些衣服：胸牌、以弗得、
D) 基督之于我们的一切所是和祂为着我们的一
外袍、编织的内袍、顶冠、腰带；要为你哥
切所作，如供物所预表，都是要将我们构成为
哥亚伦和他儿子们作这圣衣，使他们可以作
祭司。
祭司事奉我。
E) 我们借着享受基督作供物而有基督构成在我
们里面，这构成就是神圣的任命；承接圣职是 J) 赎罪祭的公牛表征较刚强、较丰富的基督，作
我们的赎罪祭，以对付肉体、旧人、内住的罪、
在我们这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任命是在
撒但、世界和世界的王，使我们得以承担新约
神那面（祂任命我们）。
的祭司职分；这提醒我们在自己里面乃是前述
F) 亚伦和他儿子们在会幕门口承接圣职，表征我
一切消极事物的构成，需要天天献上基督作赎
们承接祭司的职任，不仅是在神面前，也是为
罪祭，好尽祭司的职分：
着召会。
利8:14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来，亚伦和他儿
G) 摩西用水洗了亚伦和他儿子们，表征我们要承
子们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
接祭司的职任，就需要那灵的洗净。
15 他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头蘸些血，抹
利8:4…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
在坛周围的四角上，使坛洁净，把其余的血
6 摩西叫亚伦和他儿子们近前来，用水洗了
倒在坛的基部，使坛分别为圣，为坛遮罪。
他们。
①祭司要在圣处吃赎罪祭，使他们“担当会众
但在
林前6:11 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
的罪孽，在祂〔耶和华〕面前为他们遮罪”。
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你
利10:17 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耶和华又给
们已经洗净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
了你们，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祂面前
了。
为他们遮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H)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祭坛、洗濯盆及一切器具，
②祭司享用赎罪祭，担当百姓的罪孽，表征我
使它们分别为圣，表征基督与召会（帐幕）、
们这些新约的祭司，享用基督作信徒的赎罪祭，
十字架（祭坛）并那灵的洗涤（洗濯盆），都
意思是有分于基督的生命，就是那担当他人之
与新约的祭司职分有关，使祭司得以圣别：
罪的生命，作我们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担当
①神任命我们作祭司乃是分别为圣的事，是得
神子民的难处。
以成为圣别的事，也就是被分别归神，并被神
③我们在召会生活中，对基督作我们赎罪祭丰
这圣者浸透的事。
富的享受，使我们能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
②膏抹将那复合有基督的人性、人性生活、死、
应给信徒，使他们可以对付自己的罪，以恢复
复活和升天的三一神带给祭司以及召会生活；
他们与神之间中断的交通。
这很强地指明，祭司体系受膏抹乃是使神与我
④当我们享受基督作对付罪的生命时，我们必
们成为一，因为膏抹表征凡神所是、所正在作
须有度量去担当神子民的罪孽；我们必须学习
以及将要作的，都是我们的。
把基督供应给陷在罪中的亲爱圣徒：
约一2: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
并
ａ．将基督作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人，不是到
且你们众人都知道。
(利未记結晶读经) 2018/8/13‐19

他那里去指出他的错，定他的罪；这只会造成
损害。
ｂ．犯罪人的心通常是刚硬的；如果我们要去
供应基督给他，我们必须信靠主，好叫我们靠
着那灵有恩典，使他刚硬的心软化，并得着温
暖。
ｃ．然后才能把这位是生命的基督，实际地、
真实地、丰富地供应给他；这生命，就是那灵，
会在他里面作工；然后他就会借着我们供应到
他里面的这灵，就是基督的生命，得着医治。
ｄ．这就是利未记所说，担当神百姓罪孽的意
思；这是除去圣徒中间的罪的路，使他们最终
得着恢复。
K) 燔祭的公绵羊表征刚强的基督作我们的燔祭，
使我们得以承担新约的祭司职分；这供物提醒
我们这些事奉的人必须绝对为着神，而我们却
不是；因此，为着祭司的事奉，我们需要天天
取用基督作我们的燔祭，经过这世代的黑夜，
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再来。
利8:18…亚伦和他儿子们按手在羊的头上；
6:9…燔祭要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
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
L) 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绵羊表征刚强的基督，使我
们得以承接圣职，承担祭司职分：
①从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绵羊，取些血抹在亚伦
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这表征基督救赎的血洁净
了我们听话的耳、工作的手和行动的脚。
②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听神的话，作祂所要求的，
并照着祂的路而行；在利未记十四章十四节，
洁净患麻风者也用同样的手续；这指明在神眼
中，我们这些受任命作神祭司的罪人乃是不洁
净的，像患麻风者一样。
③我们的听首先被提到，因为听影响我们的工
作和行动；就如以赛亚五十章四至五节所指明
的，神的仆人必须有能听的耳朵；仆人若是不
听主人的话，绝无法按着祂的旨意和心愿服事
祂。
M) 亚伦和他儿子们承接圣职，同样的程序重复七天，
好为他们遮罪，表征我们要记得我们这些新约祭司
承接圣职并接受任命的一切相关之事；三十五节指
明，祭司的承接圣职和接受任命是严肃的事，这警
告我们，不该轻率地进入新约的祭司职分，也不该
轻率地进入对基督的享受。
林前11:29 因为那吃喝的，若不分辨那身体，
就是给自己吃喝审判了。

经历①：正式承接圣职的新约福音的祭司
利8:4 …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6 摩西叫亚
伦和他儿子们近前来，用水洗了他们。
亚伦和他儿子们是在会幕门口承接圣职的。这
表征我们承接祭司的职任,不仅是在神面前,也是
为着召会生活。
林前6:11“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在主耶
稣基督的名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你们已经洗净
了自己,已经圣别了,已经称义了。”
摩西用水洗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表征我们要
承接祭司的职任,就需要那灵的洗净。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其分别
为圣;又用些膏油在坛上弹七次,又抹坛和坛的一
切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其分别为圣。”这表
征基督与召会,以及十字架,并那灵的洗涤,都与
新约的祭司职分有关,使祭司得以圣别。
神使我们作为祭司所命定的是圣别的事、神
圣的事、也就是分别归神并被圣别的神浸透。
利8:10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其分
别为圣。
11 又用些膏油在坛上弹七次，又抹坛和坛的一切
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其分别为圣。12又把
些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分别为圣。
膏抹将那与人性调和的三一神带给祭司和召
会生活。这膏抹包括基督的人性生活、祂在十字
架上的死以及祂的复活。这强烈的表示膏抹祭司
体系使我们与神是一。因为膏抹表征凡神所是、
所正在作以及将要作的,都是我们的。
在职青年篇
你通过了现在所在公司的面试，拿到了录取
通知书，成为正式社员。这样的任职在你相信主
耶稣的时候也发生了，你正式成为了神新约福音
的祭司。作为祭司的你，为了神和召会成为事奉
的人。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是新约福音
的祭司，为了事奉神，建造召会，应该接触六种
新人，向他们供应神的话。
新约福音的祭司首先必须被圣灵洗净。这是重生
的洁净。你作为祭司，需要每天被圣灵洁净。在你读
圣经的时候，操练灵祷告的时候，凭着灵行动工作的
时候，这会实际的发生。这个洗净使我们圣别归于神，
得到变化。
被圣灵洗净之后，就是复合的灵的膏油涂抹。
当你想到自己是正式地承接圣职的祭司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必须过每天早上晨兴的生活。无论是
圣灵的洗净，还是复合的灵的膏油涂抹的来临，
都在晨兴祷读的时候发生。如果你不祷读主话，
不祷告就去公司的话，因为没有洗净和膏油涂抹，
就没有祭司的实际、你就会和不信的同事一样，
只不过是一个公司职员。可是，实行每天早上晨
兴，被洗净被涂抹之后再去公司的话，因为你是
作为祭司去公司，所以你会彰显基督，在公司的
业务中经历基督，因此你无论去哪一家公司都会
成功。
每天早上晨兴、到了公司之后也不能忘了自己
是正式承接圣职的祭司。你也不能像很多其他人一

样，为了拍上司的马屁而频繁的去酒会。最近有人
指出像这样频繁参加酒会的人，
到了55岁到60岁左
右的话，就会生很重的病，体力急剧衰弱，没力气，
工作的力量也会急剧下降。你不能从表面上上司，
而应该通过提高业绩侍奉他。
经历②：服事主的人，要学习正确的听主来的话，在
灵里常常火热
利8:23 他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
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从承接圣职所献的公绵羊，取些血抹在亚伦
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上，并右手大拇指上，和右
脚大拇指上。
这表征基督救赎的血洁净了我们听话的耳、工作
的手和行动的脚。我们事奉神必须学习如何听祂
的话，作祂所要求的，并照着祂的路而行。在利
未记十四章十四节，洁净患麻风者也用同样的手
续；这指明在神眼中，我们这些受任命作神祭司
的罪人乃是不洁净的，像患麻风者一样。
我们的听首先被提到，因为听影响我们的工
作和行动。基督的血对付我们的耳朵，来听神的
话，神的说话。
赛50:4 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
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唤醒我；祂唤
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5 主耶
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
就如以赛亚五十章四至五节所指明的，仆人
必须有能听的耳朵。仆人若是不听主人的话，绝
无法按着主人的旨意和心愿服事他。我们要作祭
司事奉神，我们的听话（耳）、作工（手）和行
走（脚），都必须用基督救赎的血洁净并圣别。
我们事奉神必须学习如何听祂的话，作祂所要求
的，并照着祂的路而行。
利6:9 …燔祭要整夜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
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
FT「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
表征神是宇宙中圣别的火，随时预备好接纳（焚
烧）所献给祂的食物，也表征神悦纳所献给祂之
物的愿望，从不止息。
那些有心愿事奉神的人，必须认识神是焚烧
并加力的烈火；这火该是我们里面的热力，推动
力，冲击力，成为我们事奉的真实动力。
中高中生篇
作为承接圣职的祭司，你的右耳垂，必须被
血所洁净。这指明服事神的时候，需要好好地听
神的话。人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因为带着自己的
观念和喜好来听，很难能正确的来听。为了直接
受老师和考试的问题问了你什么，你需要有敞开
的心思，需要将自己的观念和喜好放在一边。
请操练读圣经或生命读经的时候用敞开的心
思来听。这是你操练敞开的心思的最好的时候。
圣经乃是神经纶的书，你的里面有个人主义，罪，
污秽，金钱欲望，骄傲等消极的东西。你来到圣
经这里时，需要将被这些消极的东西影响的观念
和喜好放在一边，向主敞开的读圣经，需要读出
那里面的事实。如果你能够读出圣经里的事实的

话，你会惊叹那内容，并重新读一遍并祷告吧。
那时那灵，赐生命的灵会丰富的膏油涂抹你，除
去你的观念，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吧。对于服
事神的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操练正确的听神的
话。
照着圣经的启示，坛上的火要一直烧着。还
有罗马12章11節说、“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
热，常常服事主。”、提后1章6～7节说、“6 为
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藉我按手，在你里面神
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
、
启示录4章5節说、“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
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
就是神的七灵。”。
这火成为我们里面的热力，推动力，冲击力，
需要成为我们事奉和为着主的见证的学校生活的
真实动力。因此你一年365次，一周7次实行晨晨
复兴，每天从灵的燃烧开始，一整天都在灵里燃
烧，就算睡觉的时候也不可消灭那灵。那样的话
你就能从做恶梦和不眠中蒙拯救吧。因着在灵里
持续燃烧，你就可以在服事主的事上，在为着主
的见证的学习上成长。
当你失败，犯罪的时候，尽可能尽早认自己
的罪，恢复与主和召会生活的正常交通。你要如
下祷告、“主耶稣啊，我犯了罪，心变暗，变硬。
我认自己的罪，缺点，软弱，骄傲，叛逆。我已
经正式承接圣职成为新约的福音祭司。我回到灵
里。请用七倍加强的灵焚烧我的灵。求你恢复我
灵里焚烧，服事主的生活。让我往前”。
并且再次将自己奉献给主。燔祭也表示奉献。
你每早，每晚，必须更新奉献。主必定会接受的
奉献。

補充本102（英1122） 灵与生命―七灵
１ 看哪，时代已转移，随主转入圣灵里，
神宝座前的七灵，奉差遣到全地去。
(復)哦，神七灵，我恳求，愿你工作得成就！
将我鉴察并焚烧，为着召会的建造，
鉴察，焚烧，为着召会的建造。
２ 圣灵乃是七倍灵，应付召会死光景，
圣徒转回得复苏，使主召会得恢复。
３ 现今我们神的灵，成为召会的供应，
而且加强成七倍，何等丰富又全备！
４ 神的七灵是七灯，七盏烧着的火灯，
并不是为着教导，乃是为将我焚烧。
５ 看哪！现在神七灵，七眼如火焰照明，
洁净召会每角落，肉体情欲都脱落。
６ 主今赐下祂七灵，带着丰盛的生命，
今在地方召会里，供我享受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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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本３０５（英1159）
爱慕耶稣―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我全心向你完全敞开；
释放我，脱离宗教的义务，只让我永远享你同在。
当我在此注视你的荣耀，我的心充满了你荣耀；
浸透我，主，我今恳切求祷，以你灵与我灵永相调。
光照者─我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
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直等我因你灼灼发亮！
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
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品尝你名里一切肥甘。
宝贝主，我将真哪哒香膏，为你爱，欣然打破倾倒，
我的主，我前来膏你的头，看哪，主，为你我献上好。
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深处就满足。
为着你，贵重油我早预备，要将爱从心深处倒出。
良人哪，快来到香草山上，我切慕与你早面对面。
主，请喝我心所流出之泉，我巴望永远在你身边。
我并非单独的来爱你，主，乃是与众圣作你新妇；
快来吧，我们爱已经久等，主耶稣，愿意你得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