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篇 祭司的意義 
我們剛纔唱過這首詩歌：禱告與主來往交通，祂面靈裡來尋求；祂前求問並且靜

聽，隱密之處來等候……你們認為，一個人能寫出這樣一首詩歌，而他自己不是這

樣的人麼？你們有沒有想過，難道這只是一些的詩詞？有人他很有文字的技巧，就

能編寫這樣的詩歌麼？不，這是一位祭司寫出來的詩歌。 

我這樣開頭是有原因的，因為已過這段時間，可以說，我是在那裡受預備來講這篇

信息。我發現我蒙了一點的光照，我看見這篇綱要如何聯於我們在安那翰會議中心

的那個追念聚會。 

一九九七年，那一天我們為李弟兄安葬。那一個聚會，那一個聚集，的確是神所尊

重的、所榮耀的。而其中有詳細的見證，我們弟兄的工作和職事分三個階段：第一

個是在中國大陸，我們多數的人不太知道那段的歷史，我們得著深刻的印象；然後

他籍著倪弟兄被工作打發到臺灣，在那裡有非常美妙的開展，擴增，還有訓練；然

後，主引導他到美國來，讓主能彀把祂的恢復擴展到全地。我不曉得，我們去看召

會歷史的時候，還有甚麼別的地方可以看到這樣的工作記載。 

在這篇綱要裡，我們看見，李弟兄全部的職事和工作的關鍵。他當然是一個有五他

連得的肢體。他極度的聰明、有纔幹，但是一切都是出自他與主耶穌的交通。他這

樣的生活，他這樣的為人，執事工作的水流乃是出自他在主的面前瞻仰、等候、尋

求與主交通。我想起，當他交通到關於俄語世界的這個負擔—怎麼來的呢？是當他

花時間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光照耀之下，他就摸著了主的心意；於是帶出了這樣

的一個水流。主問，為甚麼不到俄國去？李弟兄總是這樣的人，他所作的工總是開

始於他這個祭司；不是一個人在那裡作工、計畫、組織、安排事情，乃是作個祭

司。 

如果我要重新編這篇綱要，也許我會把篇題改一改（當然已經印出來了，我們也沒

有辦法改變），我們這裡的篇題是“祭司的意義” ，但事實上乃是說到“是祭司”，說

到這個所是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若要成為主所需要的這種人、這種神人，惟

一的路就是讓基督自己住在我們的裡面，來在我們裡面複製祂自己。我們必須徹底

地被征服、被破碎，並且領悟，我們無法使自己成為任何一個對主有用的人；主自

己是那個原型，祂是那祭司。在金燈檯中間的人子，祂是在那裡作祭司，祂在那裡

為我們代求，現在為我們代求。我們一生之久，祂都在那裡代求，祂把經過過程的

神供應到我們的裡面。約翰在啟示錄一章說，祂使我們成為國度和祭司；五章十節

說到，祂使我們成為祭司的國度。主怎麼成就這事呢？第一步是籍著救贖，把我們

買回來歸給神，使我們在聖別的神面前得以站立。但是祂使我們成為祭司體系，乃

是籍著把祂自己這盡職事的祭司，在所有向祂敞開的人裡面複製祂自己。祂是那神

人，我們要成為神人，惟一的路就是成為祂的複製—籍著生機的救恩；祂是神的長

子，我們要成為神的眾子，惟一的路就是憑著生命之律，把原型—神的長子複製在

我們的裡面。所以我們來看作祭司或者是祭司這件事，原來的題目是“祭司的意

義”，也許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作祭司”或“是祭司”。 



  

我們乃是要摸到神的經綸是如何作出來的，並且是聯於神聖啟示的最高峰。神在基

督裡成為人，使蒙救贖、得重生、在基督裡的信徒能在生命、性情、構成和彰顯上

成為神，只是無分於神格。祂是祭司，祂是現今在至聖所裡的一位，把我們的名字

擔負到神的面前；祂是大祭司，把餅和酒供應給我們。祂要在地上得著一個團體的

實體，乃是祂自己的複製和返照，使祂在諸天之上，在任何時間所作的事，都籍著

地上的祭司得以執行出來。 

我想對你們、對我，這都是有幫助的，就是這個時候，我們要專注於這件事，就是

在這篇綱要裡有四件重要的事。不管你的記憶力是否那麼好，能不能今天一直記住

這些點，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仰望主靈，但願祂能彀把這些事印刻到我們這

個人裡面，到一個地步，我們不得不把這些一再一再地禱告，向主來禱告。這四件

事，第一是關於甚麼是祭司。祭司乃是專門為神的權益活著，並事奉神的人，所

以，祭司是單單為神的權益而活並事奉神的人。第二點，祭司乃是接受神、被神充

滿、浸透並浸潤的人，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的人。就像詩歌所說的，使你返照祂

面容。Ed弟兄剛纔告訴我們，他桌上的那個字框所寫的就是“神從我們裡面照耀出

來”。第三點，祭司乃是一個與神調和的人。他乃是在與神的調和中來接觸神的

人。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有三點，專門為神的權益而活並事奉神；被神充滿、

浸透並浸潤；現在更是與神調和。第四點，祭司乃是一個事奉主的人。我們很熟悉

倪柝聲弟兄那篇有名的信息《事奉殿呢或是事奉神呢》。他在那裡指出這兩者的分

別，並且在主的名裡呼籲我們要往前，學習直接事奉主（等一下我們在綱要的末了

會再來看這一點）。所有真正的工作，按照行傳十三章的榜樣，所有真正的工作，

乃是開始於尋求主的人，向著主來事奉，事奉主、接觸主、等候祂。 

現在我們來看綱要，我們要把綱要看過。我相信，當我們一段一段來看的時候，我

們要進入這四件事。在那靈的膏抹和主的照耀之下，我們要來看這些點，使我們不

至忘記。我們不能忘記，不僅僅是靠你的記憶，而是這些事書寫、印刻到你的裡

面，結果你發現，你自己很自然的向主禱告：主啊，使我成為這樣的祭司，把我作

成你自己的複製。主，我在這裡受訓練，訓練應當摸到我們這個人的所是，否則，

我們只不過像是參加特會一樣。主啊，充滿我，浸透我，將我浸潤，以你自己來充

滿、浸透並浸潤我。主啊，籍著調和來得著我，乃是蒙救贖的人性與神性的調和。

主啊，訓練我和一同配搭的弟兄們，訓練我們來事奉你。 

我在主的面前說，我不在意釋放一篇完全的信息、完美的信息，我心頭的負擔乃是

要讓主在三天之內有所得著，在我們身上再往前一步，並且當我們繼續在個人的一

面尋求祂，我們乃是在祂面前求問並且靜聽，隱密之處來等候。 

  

壹    祭司乃是專門為神的權益活著並事奉神的人——出十九 6，羅十四 7～8，林

後五 15： 

請你們預備好，祭司是一個全時間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只有全時間者纔是祭

司，所以我們都必須是全時間事奉的人。所以現在你怎麼想？你要發簡訊給你的妻



子說，弟兄告訴我，我要全時間，所以我要辭職了。你知道麼？那些作妻子的，當

財務的問題進來的時候，她們會很憂慮、很緊張。我不是故作聰明來說這樣的話，

我也不是這句話的源頭，這句話乃是從一本書裡面出來；你想是誰寫這本書呢？—

長老訓練，第八冊《主當前行動的命脈》，英文是一百一十六到一百二十七頁。這

是我給你們的功課，在我們下一次在巴西訓練之前，請你們把這個讀完；這個是非

正式的要求，我們也沒有員警來監督你們。李弟兄在那裡說，作一個全時間者，不

是說你放下你的職業，你專門去全時間，或者研讀，或教導主的話，他說那是一種

墮落的想法；一個全時間者乃是一個向主活的人。向主活，活著乃是一件我們全時

間作的事。這裡我們引用的經節，特別是羅馬書和哥林多後書。羅馬書十四章，在

這段話裡面，很清楚的說到，我們沒有一個人向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向自己死。

我們若活著是向主活，若死了是向主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哥林多後

書五章，請聽這話，你可以看看你們的聖經：祂替眾人死，是叫眾人都死了；祂替

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向主活，

還不是先為主活，乃是向主活；向主活，就是以主作我們生活的目標；向主活，乃

是領悟我們屬於祂；向主活，乃是與祂成為一；向主活，乃是在祂的引導和困迫之

下來滿足祂的心願，達成祂的目的；向主活，乃是在祂的指引之下。一個人可以離

開他的職業來作同工，卻可能沒有向主活。 

全時間是冒險的。主在啟示錄二章對以弗所召會所說的話，有三種的工作：你們的

工作，還有尼哥拉党的行為就是工作，還有你們起初所行的。所以主把他們的工作

跟起初的工作作對比，他們的工作乃是墮落的，因為不是由那個起初的愛、上好的

愛來推動。我們可以說，他們的工作並不是出自他們向主活。你希望成功，當人在

那裡高舉、榮耀某些所發生的事的時候，這是很叫人警惕的，因為一個祭司不管他

作甚麼，他都是向主活。 

我不願意恭維任何人，也不願意耍政治的手腕來說那樣的話。我一九六八年首次接

觸到在臺灣的眾召會，我得著很深刻的印象。看到許多弟兄姊妹，他們受了高的教

育，在他們的行業裡面，是專業人士，是醫生，是教授，但是你感覺到他們是向主

活。一九七七年，我們有些人有機會再一次被邀請，到當時臺灣的調查局局長的家

裡。你在那裡，你就感覺到，他雖然從事那樣的工作，但他卻是一個向主活的祭

司。我這樣說，並不是要叫聖徒受驚嚇；我乃是說到，我們都要作全時間者，因為

祭司乃是專門為著神的權益活著並事奉神的人。 

那麼，這些小點解釋甚麼是事奉神。 

  

一    祭司是最正常、最正當的人，看見神的計畫是要將祂自己作到一班人裡面，

使祂成為他們的生命，使他們成為祂的彰顯——彼前二 5、9，啟一 6。 

祭司是最正常、最正當的人，看見神的計畫，或者領悟神的計畫。這個計畫對他們

是真實的。神的計畫就是要將祂自己作到一班人裡面，使祂成為他們的生命，使他

們成為祂的彰顯。他們有這樣的領悟，他們是最正常、最正當的人，並不是宗教

徒。 



  

二    一個正常、正當的人乃是作祭司的人，事奉神的人；我們若沒有在我們所作

的一切事上作祭司事奉神，我們就不正常——五 10。 

第二中點更著重的說到，一個正常、正當的人乃是作祭司的人、事奉神的人。我們

若沒有在我們所作的一切事上作祭司，事奉神，我們就不正常。 

現在，我要說的，我要很簡短的來說（但是也許停不下來），要一再一再的再說到

這件事：有人要參加全時間訓練，或者希望全時間服事主；那麼那個反對，主要的

是從哪裡來呢？從他們的父母來。那我就問：你的父母有沒有得救啊？得救了。有

沒有在召會裡啊？有。現在我是原則性的說，他們不願意他們的子女那樣作，因為

他們自己沒有向主活。如果你向主活，在你的為人生活、在你的專業、在你的行業

裡面，你會聽到最喜樂的消息，從你的兒子、女兒聽到的最喜樂的事，就是—我願

意跟你們一樣，我要向主活。我不知道我這一生後來是不是一直全時間事奉主，我

也不知道我會不會去波士頓受訓練，但是我只要向主活，讓祂指引我。 

哥林多後書五章有兩個字，應當刻在我們裡面，就是“不再”，不再，不再向自己

活。墮落的人當然向他們自己活，這是可理解的。但是我們這些神的兒女，我們有

多少人定意？在我們一生的每一個階段，各種的情形裡，不管是健康或是疾病—如

果我在急診室裡，是救護車把我送去那裡—或者我是在印度的特會裡，不管怎麼

樣，我是向主活。在一切的處境當中，我是屬於你的，我與你是一；你是我的目

標，在你的指引之下，我只願意實行你的心願；我願意對你定旨的成就有貢獻，這

個就是作祭司。這就是第一點。 

現在我們來到第貳個要點： 

  

貳    祭司乃是接受神，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的人，讓神從他裡面流出來，以至

於成為神活的表現——彼前二 5、9： 

我們在上一篇信息所聽見的實在是美妙。我們看見那個活水的流和祭司職分的內在

聯結。這個祭司就是要背負神的形像，在那裡有一種的流出。神不是要我們作屬靈

人，晝夜坐在那裡研讀高的真理。我們乃是要把國度的福音傳遍居人之地。但是那

一切的活動到底是不是出自這道水流？這是有分別的。我們被注入、被充滿、被浸

透、被浸潤，然後就有一個東西從我們裡面流出來。例如，到俄國去，這是一個湧

流，是神流到俄語世界裡去。這是何等的福分。 

  

一    儘管祭司是一個事奉神的人，這意思不是他為神作工或作一些事；按照聖經

的啟示，事奉神乃是接觸神，將神接受到我們裡面，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羅

一 9，八 11。 

我們若是為神作工，為神而活，卻沒有向祂而活，這意思是你還是受自己的管理，

你是照你的傾向來作事，你要為主作一些事。我的妻子知道，她到底是為我作一些

事（她可能預備好些食物給我），或者她是向我而作；如果她是向著我，她與我是

一，她知道我的口味，她知道甚麼對我是好的，她是要那樣的向我活。 



弟兄們，我們是在訓練，這不是白紙黑字，這是很實際的，到底我們有沒有向主

活？當我們事奉祂的時候，首先乃是要被祂浸透、浸潤。請聽第一中點後半，按照

聖經的啟示，事奉神乃是接觸神，將神接受到我們裡面，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

甚至事奉這個詞，也在我們的領會上需要修訂。我們與一些在某些召會負責的人一

同交通的時候，有一種的考量：為著這些召會的往前，主要如何帶這些領頭的人往

前？有一位弟兄，實際上是在那裡領頭，但是他只有半心，不是全心全意，他乃是

照著他自己的方便來事奉；所以，這並不是這裡所說的事奉。事奉乃是先接觸神，

將神接受到我們裡面，被神充滿、浸透並浸潤；當那樣的事發生的時候，就會有東

西流出來。你必須顧到主的擴增和開展，你必須顧到生出新的信徒這件事；你對於

牧養聖徒會滿有感覺，那裡會有水流，那纔是真正的事奉。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

不可缺的、外在的活動跟祭司職分開了，我們就必須預備好，那樣的工作不能經過

火的試驗。我們在那裡可能勞苦，甚至試驗假使徒，但是主知道，在那個核心的裡

面缺少了甚麼。 

但在雅歌第七章，那個作工的人，首先，她成了書拉密女，就是所羅門的複本，然

後她就彀資格與王同工。她說，我們起來，我們到田間去，在村莊住宿。我們清晨

起來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裡要將我的愛情

給你。當我在俄國或在甚麼地方的時候，這話常常臨到我：主啊，在這裡，我愛

你；在這裡，我要將我的愛情給你；我要籍著愛你向你敞開而服事你。 

  

二    神呼召我們，一點沒有意思要我們單單為祂作甚麼；神的心意首先是要我們

向祂敞開，讓祂能進到我們裡面，充滿我們，甚至從我們滿溢出來，直到祂得著我

們全人的每一部分——弗三 16～21。 

神呼召我們，一點沒有意思要我們單單為祂作甚麼—當然會有工作，李弟兄晝夜勞

苦，當然要作工；但是，神不是要我們單單為祂作甚麼，神的心意，首先是要我們

向祂敞開。這裡說到首先，首先向祂敞開。神必須能彀為我們作見證，就像保羅所

說的，神能彀為我作見證……神要為我們作見證，到底我們是怎樣的人。我們所作

的第一件事，在召會、職事和工作上，關於事奉，我們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

們自己向祂敞開，我們要向祂完全敞開。 

在美國這裡有一種的實用主義：我們希望有成果，我們需要有方法、有一些合乎實

際的東西；甚麼都不作是不現實的，光是在那裡聽會產生甚麼呢？好啊，你去按照

你的文化，按照你這樣的文化一直生活，直到你最後一口氣。但是主要來查驗到底

你的工作是屬於哪一種的。馬太七章告訴我們說，有這些不法的工人、行不法的

人……所以，首先我們向祂敞開，不是為著這個，也不是為著那個。在成全訓練，

有一篇信息，有一篇經典的信息說到“向主敞開的器皿”。李弟兄在那篇說，保羅的

十四封書信可以總結為這個詞“敞開的器皿”。他說，敞開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尋求要

知道甚麼、或作甚麼，我們想要知道該作甚麼，我們要主告訴我們該作甚麼。當我

們只是要有一種的知識，要知道甚麼的時候，我們就不會一再的來到主的面前。李



弟兄說，你放棄你想要知道要作甚麼，你把那個放在一邊，你只要將你自己向主敞

開。 

在每一處召會，如果這是在長老們、負責弟兄們中間最優先的事，在同工們盡職的

事上，如果這件事是居首位的、最優先的，就是我們完全向主敞開—我記得，一九

九八年，我們開始有那樣的夏季訓練。我們安葬了李弟兄，我們不知道我們到底要

怎麼作訓練？我們到底要講甚麼？訓練的主題該是甚麼？我們的確需要尋求主，絕

對需要；但是，甚至在我們問祂，長老訓練的總題該是甚麼—我們單單尋求主的自

己，我們要讓你，我們要得著你，我們要籍著被你浸透來事奉你。當我們那樣作的

時候，就會有水河在那裡湧流；弟兄們有一種的交通，一切就漸漸變得那樣清楚。

所以，我可以在主的面前說，這一次，這一個總題的源頭乃是出自神自己。我們並

不是坐下來討論，腦力激蕩，把大家的想法彙聚在一起；我們乃是學習籍著毫無條

件的向主敞開，來事奉祂。 

弟兄們，我們願不願意這樣作？我們願不願意成為這樣的人？—讓基督把祂自己複

製在我們的裡面。還是說這只不過是一句話？你也可以當作簡訊傳出去，可是，到

了下一週就忘記了。還是你成為這樣的一個人，一個專門、單單為著神的權益而活

的人，一個被神充滿、浸透、浸潤，讓神從他裡面流出來的人？ 

我們還在第二中點，我們首先向祂敞開，讓祂進到我們裡面，充滿我們，甚至從我

們滿溢出來，直到祂得著我們全人的每一部分。這個就是祂要作的，這個就是祂中

心的工作。 

  

三    我們全人必須被神浸透、浸潤並得著——帖前五 23： 

我們全人必須被神浸透、浸潤並得著。 

1    倘若這是我們的情況，我們就會與神是一，不僅外面穿上祂作能力，裡面也以

祂作一切而被祂浸潤——路二四 49，弗五 18。 

2    我們被神浸透、浸潤並得著，神就自然而然地從我們裡面流出來，我們也就能

與別人在這生命的流中同被建造——約七 38～39，弗二 21～22。 

  這就成為我們的事奉，成為我們的工作。在最後一段，我們會看見，在安提阿的

教師，這些申言者，他們是在那裡禁食禱告；然後聖靈說—我還要一再回去讀，因

為我會忘記。但是這裡話是說—聖靈說，要為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

所作的工。要為我分別他們，是為我分別他們去那個工。他們不是很緊張的說，我

們要怎麼作？怎麼得到財務的來源？不，他們不是那樣。他們是在那裡禱告、禁

食；五個人中的三個按手在另外兩個人身上，那裡就說到，是聖靈打發他們。是誰

打發他們呢？是身體還是那靈呢？是的。現在在這個工作裡面，我是不是很無知

呢？如果我這樣說，我們要跟隨這樣的榜樣，我是個很無知的人麼？很天真麼？或

者只是作夢呢？請你們有機會的時候，去讀讀那本書《事奉殿呢或是事奉神呢》；

不是在那裡計畫、安排、組織，乃是在那裡禱告、禁食。難道這只是行傳十三章的

一段記載麼？—這是我們的歷史，這是我們的傳承，這分職事就是這樣臨到我們

的。在這個生命的流裡面，我們就會與別人在這生命的流中同被建造。 



  

四    神並無意呼召我們為祂作甚麼；祂所要的就是我們將自己向祂敞開，而答應

祂的呼召，說，“主，我在這裡，不是預備好為你作工，而是預備好被你充滿，被

你得著，並與你成為一。” 

我們從行傳十三章看見，我們從李弟兄的見證可以看見，有極大的工作會從這個流

裡面出來。我們要晝夜在那裡勞苦；但是那個源頭，不是人的力氣，不是人的組

織，乃是這樣的禱告與主來往交通，祂面靈裡來尋求。在祂的裡面，完全憑著裡面

的感覺來以靈、以真來禱告，來求問。 

  

五    除非我們與主是一併被祂得著，否則就無法為祂工作——三 16～21，林前三

9上，十五 58，林後五 20，六 1。 

主自己把群眾打發走，把祂的門徒打發離開，使祂可以上山去單獨與父在一起。我

們有一些很嚴重的難處，需要籍著隔離，籍著警告來解決。這些難處乃是因為，有

人是一直要作工，作工，作工，上了這個作工的癮；他們不象我們的弟兄的榜樣那

樣，在至聖所裡接觸神，而讓水流流出來。 

現在，我們來到第三個重點，包括綱要的第三點和第肆點。 

  

三    祭司是一個在與神的調和中接觸神的人——林前六 17： 

是在調和之中。所以這裡有一個特別的光。 

  

一    祭司經過聖所，進入至聖所，他就是與神接觸；並且這樣的接觸，不是在他

自己裡面，乃是在與神的調和裡面；祭司與神的接觸乃是在神裡面——來十 19。 

首先，我們需要在神裡面，就是進入至聖所所指明的。你進入至聖所就是在神裡

面。在預表上，神是在那榮耀的基路伯之間說話，現在我們站立在基督作平息處—

約櫃的蓋之上，我們是在神裡面接觸神。我們能不能用一個學習的靈來承認？這可

能是我們該學習的，就是接觸神，並且是在神裡面接觸神。現在我們是在神裡面來

接觸神，我們是作為在神裡面的人來接觸神。 

  

二    我們是祭司，我們去接觸神時，不是僅僅客觀的接觸，乃是主觀的接觸；我

們不是在神之外接觸神，我們乃是在神裡面，也就是在與神的調和裡接觸神——約

十五 4～5。 

我們花時間，我們籍著耶穌的血坦然進入至聖所，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有權

利，籍著立約的血能彀進來。我們可以向祂敞開，我們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觀看

祂；我們等候祂，聽祂的話；我們接觸祂，祂也接觸我們，這樣，就有水流從這裡

流出來。 

我們花時間在祂面前，就有更多的調和，就有更多的神人，更多的神人生活。頭一

個受益的是誰呢？我們這樣作祭司，盡祭司職分，頭一個受益的是誰呢？我們已婚

的弟兄，誰是你們人生裡面最重要的人呢？當然是你們的配偶。你們有沒有聽過你



們的妻子這樣說。她說，親愛的（不管她是不是這樣子開頭），我希望你如何照顧

召會裡面的人，也同樣的照顧我。有時候，她們也是很有理的，說這樣的話，她們

很有理由可以發出這樣的請求。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見證，到底我們來在一起，我

們是怎樣的人呢？我們要學習成為這樣的人，這樣過生活，我們這樣在與神的調和

中接觸神，我們就與祂徹底的調和。 

下面這長長的一段是給我們看見這個亮光。 

  

肆    祭司是一個絕對並徹底與神調和的人——十四 20： 

一    神的定旨乃是要將祂自己與我們調和，使祂成為我們的生命、性情和內容，

而我們成為祂團體的彰顯——弗三 16～21，四 4～6、16： 

神的定旨乃是要將祂自己與我們調和，使祂成為我們的生命、性情和內容。不得

了，如果你的生命從你取去了，你還有甚麼呢？我們不能說生命就是你，但是生命

跟你是那樣緊密相聯。但是當你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這是甚麼意思？這意思就

是祂就是我們。我們的生命對我們是極其主觀的。當我們說祂成為我們的生命，這

是非常主觀的。並且祂成為我們的性情，祂是那樣的充滿我們，使我們不是受我們

的個性所支配。當我們到了中年的時候，我們的個性是要被主來對付，就是我們的

個性到底有沒有被主對付，這決定我們是否對主有用。這裡說到，主成為我們的性

情，祂還要成為我們的內容。這不僅僅是一些的詞句，那把這樣的話帶給我們的這

一位，祂自己就是這樣的榜樣。結果，我們成為祂團體的彰顯。這個魂，就是彰顯

的器官。所以，籍著這樣的調和，我們的魂就得著更新、變化。基督不僅是在我們

的靈裡，更是毫不費力的從我們魂的官能裡面照耀出來。我們至終就在那個最高程

度的一裡面，在神聖的榮耀裡。 

你有沒有看見這個就是神聖的經綸？在這裡，這是一點一點的發生。當我們眾人都

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我們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

像。好，問問你們，我們在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這個榮光是在哪裡呢？你往前讀

到林後第四章，說到這個榮光是在耶穌基督的面上。所以我們怎麼觀看並返照主的

榮光？我們要知道榮耀的主是在我們的靈裡，那是實際的至聖所，我們接觸祂，在

祂裡面接觸祂；並且我們單單的觀看祂，我們就被變化，從榮耀到榮耀。所以弟兄

們，今天早晨有更多的榮耀，比去年這個時候有更多的榮耀。也許我們現在還不能

被提，但是這個榮耀是越過越加多。讚美主！ 

1    神人調和是神性與人性之元素內在的聯結，形成一個生機的實體，但在聯結中

兩種元素仍可區分——路一 35注 3。 

2    神的旨意乃是神人調和，神定旨的完成是在於神性與人性的調和——弗一 5、

9，三 11。 

3    基督徒生活乃是神性與人性的調和；成為基督徒乃是與神調和，成為神人——

提後三 17： 

一九七七年，有一些反對者嘲笑我們。他們出版了一本書，叫作《神人》，第二版

封面畫了李弟兄的樣子，他的眼睛裡面照出來的是會所。但是，我們乃是在那裡一



點過一點的被神注入。我們一點不以為恥的說到，作基督徒就是成為神人。我們都

是在這樣進展的過程裡面，我們在愛裡彼此擔就。但是，這樣真實的事是在發生，

當我們花時間來觀看主，我們有這首詩歌：用功朝見主面，我們是翻作“用功朝見

主面”；原來基督教裡面的詩歌是說，要花時間成為聖別。你在那個車陣裡面，你

等待這個號字改變。你希望你能彀通過，要不然你還要再等三分鐘；但是，前面有

些司機他們的反應不是那麼快，所以你是第九輛車，結果前面八輛車過去了，你就

停在那裡沒有辦法過去，那麼你要多等三分鐘。這個時候，你作甚麼呢？抱怨麼？

還是在那裡花三分鐘望斷以及於耶穌呢？這是很實際的。你希望實際麼？你就是在

紅燈面前花三分鐘來觀看、返照主的榮光，更多的得著神的自己。 

a      神在祂的經綸中將祂自己與我們調和，與我們成為一個實體——林前六 17。 

b     我們可以經歷神生機的救恩到一個地步，我們和神完全調成一個，同一生

命，共同生活——約十五 4～5，加二 20，腓一 19～21上。 

  

二    我們若要作祭司事奉神，就需要看見調和的靈這個異象——神聖的靈與我們

重生之人的靈調和——林前六 17，羅八 4： 

這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我們就像比利亞人一樣，我們接受這個職事的話，但是我們

僅僅同意，也許反而攔阻我們看見異象，特別是男性。我們都有這種傾向：我知道

了，所以我得著了，所以我就成為這樣的人了。但事實上，我們所照顧的聖徒，有

沒有看見這個異象呢？看見調和的靈這個異象呢？這一個帕子除去了，光在照亮，

他們的心眼被照明，使他們為他們自己看見：我有一個調和的靈。二靈，就是神聖

的靈與我們人的靈調和，這個就是神新約的素質。 

我們很熟悉這樣的教訓，我們是要從教訓來開始，但我們需要異象。不是籠統的，

乃是你看見，你有一個調和的靈。這個調和的靈不僅是你人的靈—是的，你有人的

靈，是屬人的，但是你還有神聖的靈。這個神聖的靈是與你重生之人的靈調和。所

以，在你的靈裡，你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李弟兄在一些地方說：“我們會徹底

的翻轉過來。”他說，“我沒有辦法告訴你，這樣的一個異像是多麼的管治我的職

事。”我們需要這樣的異象。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為這個禱告：我需要這個異

象。誰要為眾聖徒禱告？主啊，使親愛的聖徒們得著這樣的異象，看見當他們重生

的時候，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個神聖的生命和性情進到他們裡面，並且與他們那

個被點活的人的靈調和。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願主把我們帶到這樣的一個地步：我們不是只是覺得我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看見

了，那是老底嘉人。我們對真理一點不懷疑，但是我們對自己要有這樣的疑問：主

啊，到底這個對我是不是僅僅是一個道理？主啊，求你按你的憐憫，給我看見這樣

一個調和的靈的異象。 

1    父在子裡面，子就是那靈，那靈現今與我們重生的靈調和——約十四 9～10、

16～18，林前十五 45下，六 17。 

2    神經綸的中心點乃是調和的靈，就是神靈與人靈的調和——羅八 4： 



所以祭司乃是一個與神調和的人。這就是說，他是在神經綸的中心點，他這個人就

是在這裡，不管他外在在他的為人生活裡作了甚麼事。這就是為甚麼我們需要靈與

魂分開，使我們能彀同時在兩個範圍，外在在一個範圍，但是內在的是在神聖奧秘

的範圍裡。我們的靈是繼續不斷地、內在地與主有交通。我問過李弟兄，很多年前

我問他—我在一個非常具挑戰性的高中裡面教書，那個工作是很有挑戰性。有一

次，有五十個員警要到校園來維持秩序。你就看見，那個工作是多麼具有挑戰性。

那麼那裡的孩子，按著他們的智力來說，是在兩種極端之中—我就問李弟兄，當我

在那裡教書的時候，我該怎麼活在靈裡？早年，他是鼓勵我們說那四個字：哦，

主，阿們，阿利路亞。他說，你外表在教書，但是你裡面，你就是，“哦，主，阿

們，阿利路亞。”這是李弟兄的話。但是主給我的印象是：人哪，你需要靈與魂分

開。當那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外在的一面你在教書，裡面你是與主有平安。你在

觀看主，你在神經綸的中心點，你在調和的靈裡，你是盡祭司的功用，你是單單是

為神的權益而活。當五十個員警來到校園裡面，來制止打鬥的事，來替這些老師保

命，是在那樣的生活中，但是你可以活在調和的靈裡。 

a      這二靈的聯結乃是聖經中極深的奧秘。 

b     凡神所要作的，或祂所要完成的，都與調和的靈有關——弗三 9、5，一 17，

二 22，四 23，五 18，六 18。 

這就是為甚麼這件事那樣的關鍵。當我們在至聖所裡運用調和的靈，這樣神想要作

的都要從那裡出來。我要再說（第三遍），到俄國的行動乃是開始於李弟兄調和的

靈。如果他只是到我們這裡來說：“我相信我們要到俄國去。”我想我們也會向他敞

開，但他不是那樣；他不是根據他的使徒職分，就用他的權柄來作那樣的事；他給

我們的印象乃是：我與主同在。當他與主同在的時候—他人生末了幾個月，他一直

與主同在—然後，他寫出那封信，他說：“主給我看見，祂在職事上繼續往前的

路，就是籍著一班相調的同工們。這就是主當前的路，主給我看見這一點。”他把

這一個交給所有的聖徒們，但是有人等不及了；在已過十八年，有四個弟兄，至

少，他們想要作那個第三個承接倪弟兄、李弟兄的弟兄；但是我們不是要作那個單

個的繼承人，我們乃是要作我們團體的弟兄。我們知道乃是這榮耀的主在弟兄的調

和的靈裡面運行，給他有這樣的看見。 

3    調和的靈是主的靈，也是我們的靈——林後三 17，林前六 17。 

  

4    調和的靈乃是與神成為一靈的靈；這靈乃是在神的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祂的

神格上，與神一樣——約壹五 11，彼後一 4： 

a      在我們裡面，神的靈與人的靈相調為一，使我們過一種是神又人，是人又神

的神人生活——加二 20，腓一 19～21上。 

這就是個祭司。一個祭司出來的時候，從至聖所裡出來，他被神注入了，現在他要

把神供應給人。這個時候他是非常有人性的，是帶著神性而有人性，是有耶穌那樣

的人性。他不是出來有那些榮耀的光芒，在那裡驚嚇人。不，那是很奇怪的。不，

他是一個正常的人，有時候會喜歡喫點冰淇淋作甜點。所以，當我們出來的時候，



沒有甚麼很驚人的、奇異的能力。這好像是矛盾的。你越在性情上成為聖，你就越

有耶穌的人性。你是個神人，是可親近的，是可接觸的，乃是這樣的一個神人，把

那作到他裡面的神供應給別人，而不讓人覺得那是他們在那裡崇高的地位來遷就

人。不是那樣的。 

按照馬可福音，馬可的福音，主呼召門徒是要與祂在一起，然後纔打發他們出去。

所以祂乃是籍著三年半與他們一同生活，來訓練他們。約翰說：“這個世界也容不

下—如果我們把祂所作的一切寫出來，世界也容不下。”但是我選這些寫下來，使

你們信祂，並且在祂的名裡面得生命。 

最近，我常常到一些地方去盡職。是的，我們需要特會，我們需要信息；但是，我

更寶貝的就是花時間跟聖徒們在一起。我們都是同等的，我們都是弟兄，都是神

人。在臺北的那樣美妙的華語特會之後，晚上我被邀請到聖徒家裡，與一些聖徒在

那裡。我跟他們分享大概七分鐘，因為我在那裡不是個同工，我不是要向他們講一

篇信息，我有更多可以從他們學習。他們對於主在這個神命定之路的實行上，讓主

得著真正的擴增，他們是那樣的有負擔。我跟他們在一起，跟聖徒們一起，在他們

家裡喫中國食物，實在是好。事情就是這樣作成了。 

在幔內，我們進入幔內，然後又出到營外。作為神人，凡我們所接觸的人，我們就

讓神流出。所以，你像 Dick Taylor在飛機上，你要叫多少人—像他去南非的時

候，坐在飛機上，叫人呼求主名—但我不是高舉他，我不是高舉任何人—但是

Dick在那裡作的時候，他是憑著主的恩典，他就是那樣的人，他不是表演，那不

是一種工作。我再說，如果我要你為著福音的緣故，被監禁的時候，你成為這樣，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作監牢。所以沒有人在那裡要表演甚麼，這一切都是那樣的自

然。生命是那樣的，從我們那由神性所加強的人性裡面來流出。 

b     神人的生活乃是神靈與人靈這二靈聯結、調和在一起成為一的生活——林前

六 17。 

  

5    活在調和的靈裡乃是讓基督來充滿並浸透我們，直到祂從我們全人浸潤出來，

我們就彰顯基督了——弗二 22，三 16～21。 

讓基督，這意思是說，是我們要負責任的，這是我們的意願，我們讓祂……我們能

不能這個時候在裡面禱告：主啊，我願意讓你來摸我裡面的人的任何一部分，我要

徹底的被你充滿、浸透並浸潤。不是要成為甚麼特別的屬靈人，乃是與其他的人一

起，在祭司體系裡作祭司，來完成你的經綸。 

到了今年十月，我們要到巴西去。在那個之前，但願我們每一天都這樣接觸主，向

主說：“主啊，為著這一天，我們感謝你，我把這一天奉獻給你，我把自己奉獻給

你。求你賜給我這一天的恩典，我願意這一天讓你把自己作到我的裡面，來充滿、

浸透我，將我基督化、子化、神性化。”這樣，你還是過你的生活。大概到秋天，

還有一百八十天，你這樣作，難道你不會得到更多的神麼？我喜歡倫敦的 Paul弟

兄，我喜歡看到他就說：“我比上一次看到你，你更多得神了。”我的確是認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日子是算得數的—如果每一天你都得著神的注入。 



  

6    要作祭司生活事奉，我們必須認識今天主耶穌作為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乃是那

靈，住在我們的靈裡，並與我們的靈調和成為一靈——林後三 17，林前十五 45

下，六 17。 

若我問你，你結了婚沒有啊？我想你不會說，我相信我結了婚，我以為我是。你問

我，你是不是祖父？你不會說，我相信我是。而是說我認識……我知道……有些事情

是我們需要認識，不僅僅是相信，乃是認識。認識基督作為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乃

是那靈住在我們靈裡。 

好，我們來到綱要的末了。 

  

伍    祭司乃是在靈的新樣裡事奉的人——羅七 6： 

我們能彀期待，一天過一天，越過越新。 

一九六八年，我們在那裡聽到，那靈在那裡運行的時候，很多的聖徒在那裡受浸，

埋葬老舊。然後李弟兄也沒有說甚麼，有人問他說：“李弟兄，你為甚麼沒有受

浸？”李弟兄說：“你們要受浸，因為你們老舊。但是我從來不老舊，所以我不需要

再受浸。”哦，我實在巴望我能彀越過越新。但願主更新眾召會、眾聖徒，更新祂

的整個恢復。 

  

一    一切與我們的靈有關的都是新的，一切出於我們靈的也都是新的——林後五

17。 

也許不是有甚麼不一樣，卻是新的。 

  

二    我們重生的靈是新樣的源頭，因為主、神的生命和聖靈，都在我們重生的靈

裡。 

好，我們結束於使徒行傳十三章，剛纔我已經講過了。 

  

陸    祭司乃是事奉主的人——徒十三 1～4上： 

一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

們所作的工”——2節： 

當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

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身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

這就是榜樣。我相信，主會帶我們作出這樣的事。我們不由自己來發起任何事，一

切都出自我們與主的接觸，與祂調和，祂就在新樣裡湧流出來。首先，我們被分別

出來，為著主，是為著主這個人位，而不是僅僅為著工作；如果我們忘掉了為著

主，而只是為著工作，我們很可能，當時間再過去的時候，可能陷入網羅。因為仇

敵是很狡猾的，他可以讓你有五年計劃，十年計畫，他要逐漸地、逐漸地叫你冷卻

下來，使你變老舊，而你一點都不發覺，直到已經太遲了。他不是突然的給你這樣

致命的攻擊，而是他是逐漸逐漸地叫你往下去。所以我們要知道撒但的詭計。 



我們要按照神的經綸，首先是要向著主，分別出來為著主。先是為主分別出來，然

後去作祂召我們所作的工，不是作我們想要作的工。我二十四年在受限制的環境

裡，預備生命讀經信息來為著出版；這不是我天然的選擇，但那是主呼召我作的。

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揀選，沒有自己的喜好，沒有自己的傾向，沒有我們自己的方

便，我們只是在那裡事奉主；然後，主作為那靈說話，要我們為著主分別出來，也

分別出來去作主要我們去作的工，我們就是在身體的裡面，在水流的裡面出去，我

們好像踹谷的牛那樣晝夜在那裡勞苦。 

  

1    安提阿召會工作的起頭，乃是在事奉主的時候。 

2    我們為主所作一切的工，必須來自這樣事奉主的祭司職分；這是新約的工作唯

一的原則。 

我在同工們當中，但是我沒有地位向任何人，好像從比較高的地位向比較低的地位

的人說話。但是，我們看見，從李弟兄的工作裡面我們看見，這是惟一的原則，我

們是誰的同工？一面，我們是神的同工；但是，我們還是看李弟兄是我們前面的同

工。如果李弟兄看倪弟兄是他前面的同工，同樣地，我們也看李弟兄是我們前面的

同工。我們要看他的工作是按照甚麼原則，就是出自祭司職分的工作。 

四五個弟兄來在一起，也許你們說，我們不習慣這樣。主說，“我知道，我可以訓

練你們，我會成全你們，我會鼓勵你們。在你們開始作甚麼事之前，先花時間來觀

看我，與我交通，讓我充滿你們，浸透、浸潤你們；這樣，就會有水流出來，這

樣，你們就會知道怎麼作事。”但願我們學習這樣擔負責任。 

  

二    聖靈的工作，只能在事奉主的時候啟示出來——2節： 

1    我們如果不把事奉主放在先，就甚麼都倒亂了。 

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召會裡，一切都是，這個時候，他們是倒亂的。有些弟兄，不

是甚麼卻自以為是甚麼，他們作了不該作的事。但是若是每一個人都願意停下來，

來被主浸透、浸潤，讓主流出來，這樣就能彀恢復正確的次序。有弟兄會覺得這不

是我的分。但是弟兄們，我應該跟弟兄們一起有分於這個工作，同工們也會阿們，

如果主能彀在眾召會，帶主的恢復恢復那個生機的次序，如果我們都有這樣的次

序。如果我們是組織，那很簡單，那個在上面的人就是說，你們被解雇了，然後我

們把這個人從西岸調到東岸去。我們不是在組織的這種效率的裡面，我們乃是要在

生機體的裡面。 

2    唯獨在事奉主的時候，聖靈纔打發人出去。 

這就是第二篇信息。現在，你們難道不覺得有些事需要禱告麼？跟你身旁的人禱

告，然後再由弟兄們告訴我們怎麼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