燔祭壇：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 #30

2016.3.28-4.3

Ⅰ．兩座壇—燔祭壇與金香壇—乃是爲着完成神的經：
出27:1 你要用皂莢木作壇，這壇要四方的，長五肘，寬五肘，高三肘。2 要在壇的四拐角上作四個角，
與壇接連一塊；壇要用銅包裹。3 要作收灰的盆、鏟子、盤子、肉叉、火盆；壇的一切器具都要用銅作。
出30:1 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座燒香的壇。 2 這壇要四方的，長一肘(約45㎝) ，寬一肘，高二肘；壇的四角
要與壇接連一塊。5 要用皂莢木作兩根槓，用金包裹。
啓8:3 另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祂，好同眾聖徒的禱告獻在寶座前的
金壇上。

Ａ．神的工作乃是要完成祂的經綸；神在祂經綸中的渴望，是要得着一個神人宇宙擴大的合：
約翰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１．神已經從帳幕裏出來，爲要把我們帶進帳幕，就是把我們帶到祂居住的地方。
２．主耶穌上了十字架，目的是要把我們這些墮落的罪人帶到祂居住的地方，歸向祂自己。
Ｂ．兩座壇與神完整的救恩有關：

羅馬書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
裡得救了。
１．燔祭壇與神法理的救贖有關；法理的救贖是在物質的範圍裏，由基督在祂地上的職事裏所完成。
２．金香壇與神生機的救恩有關；生機的救恩是在神聖奧祕的範圍裏，由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裏所
執行。
希伯來書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為他們代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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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我們必須看見兩座壇連在一起，乃是藉着膏抹、（30:26-28）贖罪祭的血、（利16:18．4:7 ）以及焚燒祭物
的火（6:13．16:12） 。
出30:26 要用這膏油抹會幕和見證的櫃、27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燈臺和燈臺的器具、並香壇、28
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利未記16:18 他出來，要到耶和華面前的壇那裏，為壇遮罪；他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
壇周圍的四角上；
4:7 又把些血抹在會幕內、耶和華面前香壇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其餘的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
壇的基部。6:13 火要在壇上一直不斷的燒著，不可熄滅。16:12 壇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燒著，不可熄
滅。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燒柴，把燔祭擺列在上面，並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
Ⅱ．燔祭壇豫表基督的十字架：出40:6 把燔祭壇放在會幕的帳幕門前。希伯來書13:10 我們有一祭壇，其
上的祭物，是那些事奉帳幕的人沒有權利喫的。
Ａ．十字架是一切屬靈經歷的基礎，立場；一切屬靈的經歷乃是開始於十字架。
加拉太書6:14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別無可誇；藉著祂，就我而論，世界已經
釘了十字架；就世界而論，我也已經釘了十字架。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
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林前2: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
Ｂ．十字架是神在祂經綸中作爲的中心：
加拉太書1:4 基督照著我們神與父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要把我們從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救
出來。

在神經綸的完成裏，十字架乃是中心。離了基督，神的經綸就沒有中心；沒有基督的十字架，神經
綸的作爲就沒有中心。因此，神經綸的完成，完全在於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乃是神在宇宙中完成
祂經綸之作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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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神在祂的經綸裏賜給我們一個人位—基督—和一條路—十字架。

十字架—祭壇—是一個人位，還是一樣東西？我們必須提出這問題，原因乃是祭壇的本質是皂莢
木，而皂莢木表徵主的人性。作祭壇所用的皂莢木是用銅包裹。然而，祭壇基本的本質，基本的材
料不是銅，乃是皂莢木。這皂莢木表徵那人耶穌。這含示祭壇—十字架—與一個人位有關。
歌羅西書1:20 並且既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
或是在諸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

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２．十字架是神行政的中心；神藉着十字架管理萬有，並藉着十字架對付萬有。
Ⅲ．燔祭壇是用皂莢木包銅作的（出27:1-2）：
Ａ．燔祭壇的基本本質是皂莢木：
１．皂莢木表徵主耶穌的人性；祂作我們的代替，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審判。
提摩太前書2:5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人基督耶穌；
２．十字架不僅僅是一樣東西；十字架與一個人位有關，這人位就是基督。
３．拯救的元素不在於十字架這件東西，乃在於一個人位，就是那爲我們釘死者。
４．十字架的功效不在於十字架本身，乃在於與十字架有關並釘在其上的人性。

Ｂ．銅表徵神在作我們代替之基督身上公義的審判。
羅馬書8:3 律法因肉體而軟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差來了自己的
兒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Ｃ．皂莢木包上銅，表徵基督成爲人，在十字架上死了，爲我們擔當神的審判。
彼得前書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你們到神面前；在肉體裡祂

被治死，在靈裡祂卻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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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網是祭壇最重要的部分， 因爲網描繪基督救贖的奧祕：
出27:4 要為壇作一個銅網，在網的四角上作四個銅環。
羅馬書3:24 但因神的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裡的救贖，就白白的得稱義。
Ａ．網表徵在救贖工作裏的救贖者基督。
以弗所書1: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裡面，藉著祂的血，照著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贖，就是過犯得以赦免，
Ｂ．銅網連同其環和槓，是壇的內容，表徵基督救贖的內在內容。
Ｃ．壇內的銅網，表徵神的審判達到基督裏面的各部分。
詩22:14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的心如蠟，在我裏面融化。

壇內的銅網表徵神的審判達到基督裏面的各部分。神在作我們代替之基督身上的審判，不僅是外面的。
神審判的聖火不僅是在基督外面，也在基督裏面焚燒。這是詩篇二十二篇所指明的，這篇詩論到基督在
十字架上受苦。十四節說，『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的心如蠟，在我裏面融化。』這指明
基督承受神審判的時候，這個審判達到祂的心，達到祂裏面的各部分。祂的骨頭脫了節，而祂的心在祂
裏面融化。這意思是，神在基督身上的審判，裏面所經歷的比外面所經歷的更多。
Ｄ．網在壇內，表徵神在作我們代替之基督身上的審判（銅），不僅是外面的，更是達到基督裏面的各部分：
１．神審判的聖火不僅是在基督外面，也在基督裏面焚燒。
２．基督承受神審判的時候，這個審判達到祂的心，達到祂裏面的各部分；祂的心在祂裏面融化。
３．神在基督身上的審判，裏面所經歷的比外面所經歷的更多：

ａ．事實上，基督裏面所受的苦比外面所受的苦還要多。
ｂ．網—神審判的聖火焚燒的地方—乃是在主耶穌裏面，在祂裏面的各部分。
ｃ．網在壇內的意義是，基督不僅是在身上，更是在心裏承受了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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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救贖不單是一件事情，救贖乃是一個人位，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基督和祂的救贖無法分開。
希伯來書9:12 並且不是藉著山羊和牛犢的血，乃是藉著祂自己的血，一次永遠的進入至聖所，便得到
了永遠的救贖。
Ⅴ．網四角上的四個銅環豫表永遠的靈（出27:4）：
希伯來書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淨我們的良心，使
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
Ａ．包羅萬有的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完成包羅萬有的死；因此，基督救贖的功效是在於永遠的靈：
１．基督的血有功效，乃因祂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獻給神。
約翰一書1: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
罪。

永遠的靈就是基督十字架的能力、力量。離了永遠的靈，基督的救贖就沒有功效，無法滿了能力和
力量。我再說，永遠的靈是基督救贖的能力、力量和功效。
如果我們把四個銅環從網上挪去，網就會掉下來。網是由四個環固定在祭壇上的；這滿有屬靈的意
義。我們也許談論十字架，談論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我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但沒有那靈，
這一切談論都是枉然。離了永遠的靈，基督的死就沒有功效。我們曉得基督救贖的功效和能力是在
於永遠的靈，這是極其緊要的。
２．基督獻上自己作祭物；但基督救贖的功效和能力是在於永遠的靈；我們看見這事是緊要的。
Ｂ．環與網接成一塊，指明救贖的基督帶進那靈。
加拉太書3:1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前，誰竟迷惑了你們？ 2 我只
願問你們這一件，你們接受了那靈，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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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壇兩邊的槓，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藉着信徒的配搭作爲見證：
出27:6 又要用皂莢木為壇作兩根槓，用銅包裹。7 槓要穿在壇兩邊的環內，用以抬壇。
Ａ．傳揚十字架—宣揚釘十字架之基督—的人，必須配搭作爲見證。
林前1:23 我們卻是傳揚釘十字架的基督，對猶太人為絆腳石，對外邦人為愚拙；
Ｂ．我們若是活的人，配搭着背負見證而傳揚十字架，就有資格扛抬祭壇，行走在地上。。
Ⅶ．我們由燔祭壇得着全部新約的一幅圖畫—救贖的基督、那靈與召會：
林前15:3 我從前所領受又傳與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
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15:45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13 因為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
一位靈。
Ａ．在福音書裏，我們看見基督是救贖的網和在形成過程中的環。
約翰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19:34 惟有一個兵用槍扎
祂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Ｂ．在使徒行傳裏，我們有那靈作爲四個環子。
使徒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人。
Ｃ．在書信中，我們有四個環子的解釋。
羅馬書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
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Ｄ．基督的身體藉着包羅萬有的靈，將救贖的基督扛抬到全地。（林前12:12-13）
Ｅ．基督的身體藉着包羅萬有的靈，在全地背負着耶穌的見證；這就是新約的啓示。
林後4:5 因為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也傳自己為耶穌的緣故，作你們的奴僕。
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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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經歷：學生生活篇
希伯來書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淨我們的良心，
使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
FN「基督的血潔淨我們的良心」：基督的血潔淨我們的良心，叫我們事奉活神。事奉活神，需要基督的
血所潔淨的良心。良心是我們靈的主要部分。我們所要事奉的活神，總是藉著摸我們的良心，來到我
們的靈裡。祂是公義的、聖別的，也是活的；我們污穢的良心需要被潔淨，叫我們能用活的作法事奉
祂。
人心中的種種問題都跟良心的汙穢有關：在學校裡有「神經質，將事物與人際關係的問題嚴重地想太多
的人」、「容易想法消極陰暗的人」、「沒有活力、沒有幹勁的人」、「裝作開朗模樣但實際上不喜樂，為此反
差而痛苦的人」、「只注意自己優點而不在意缺點，驕傲的人」、「無法解讀週遭氣氛、個人主義的人」、「太
在意週遭氣氛、神經很細的人」等等。墮落的人有這些特異性。其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從罪、缺點、失敗等
等而來的良心的汙穢，「使人無法被神摸著」。
良心是人最深層的靈主要的部份。良心汙穢的話，就無法操練靈、被神摸著，所以心思就理解力變暗、情感變
得不穩定、突然非常生氣、突然哭、一下子很消沉、意志頑固、且變得軟弱，選到不該選的東西、拒絕本來該
選擇的東西。
耶穌的血能夠潔淨良心，解決人心中的問題：基督在十字架上以人的身體將自己獻上、留了血。這個身
體和血是受到了時間限制的。但是，祂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獻上了。因為這靈是永遠的靈，不會受到時
間、空間上的種種限制。祂將自己獻上這事是一次且永遠的。藉著祂的死所完成的救贖是永遠的，有永
遠的果效。祂救贖的範圍包含了所有罪的範圍。
當你找到自己裡面消極的東西時，不要因此變得陰暗、嚴重。要應用具有永遠果效、能潔淨種種罪的
基督寶貴的血。如此，你的良心就的以潔淨。良心被潔淨，你的靈就剛強變得健康，你的魂的各部分，
心思、情感、意志也得以變得健康。
十字架是神在祂經綸中作爲的中心：神的經綸就是基督從你的靈擴增、在你的心中安家。基督月在你
心中安家，你心中的種種問題就被趕走，讓你成為能為神、為人所用，有能力的人。十字架是神在祂
經綸中作爲的中心。沒有十字架、沒有基督寶貴的血，就無法潔淨良心、無法解決心中種種問題、也
無法為活神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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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その霊の豊満―十字架を通して
1. 主よ,血しおにて われをあらい,
きよきあぶらを そそぎたまえ。
わがせいかつは 失ぱいのみぞ,
れいに満たせや, 主のため生く。
(復)ああ,主よ,自己より, 解きはなちませ！
いまよりとわに 主を満たせや。
2. なんとかわきし われのこころ;
れいの満たしを せつにもとむ。
打たれたいわに われをかくし,
生けるみずにて, あふれさせよ。
3. 冷えたるこころ, にぶきあゆみ;
聖れいに満たせ, 主にそむかず。
さい壇のうえに, わが身を置く;
主の火よ,くだり, 焼き尽くせや。
4. 主よ,十字架にて さらに燃やせ,
われ,はいと化し, 主,増すために;
日ごとその霊を 満ち満たせや,
生けるいのちを ながすために。

1.

2.

3.

4.

228 聖靈的豐滿－藉十字架
求主寶血潔淨我，洗盡所有罪過，
將你聖潔的膏油，重新為我塗抹。
我認自己的生活，真是失敗、軟弱，
我望充滿你的靈，完全為你而活。
（副）哦，求主救我脫離 這個可憐的自己！
求主使我從今後，完全充滿了你。
我心何等的乾旱，常為軟弱悲歎；
我是何等的盼望，能被聖靈充滿。
求主讓我今隱藏 在你擊傷石磐；
求主今聽我呼求，讓你活水氾濫。
我心何等的冷淡，順服何等遲慢；
願主聖靈充滿我 使我不再背叛。
我今躺臥在祭壇，不敢稍為動彈；
求主烈火從天降，把我所有燒乾。
求主十架在我身，天天作工更深，
把我度量擴充大，使我化為灰塵；
好叫聖靈充滿我，天天比前更多，
你的活水到處流，解除眾人乾渴。

280

1. Lord, may Thy blood now cleanse me, 2. Oh, Lord, how dry my heart is,
Wash all my sins away,
It yearns and pants for Thee;
That with Thy Holy Spirit
The filling of Thy Spirit
Thou may anoint, I pray.
Is now my fervent plea.
My service, I confess, Lord,
Within the smitten Rock, Lord,
Is failure-full and weak;
I would entirely hide;
The filling of Thy Spirit
Pour thru Thy living water,
To live for Thee I seek.
Till I am satisfied.
(chorus) Oh, from myself deliver,
3.How cold my heart has been, Lord,
From all its misery;
How slow obeying Thee;
I'd henceforth be forever
So fill me with Thy Spirit,
Completely filled with Thee.
I'll ne'er rebellious be.
I lie upon Thy altar

And dare not move away;
Oh, may Thy flame descending
Consume my all, I pray.
4. Oh, may Thy Cross within me
Deepen its work and burn,
In me enlarge Thy measure,
And me to ashes turn.
Oh, may Thy Spirit fill me
Each day more than before,
And may Thy living water
On me and thru me p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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