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篇 點燈與燒香 

 

作祭司事奉最重要的事之一，乃是花時間在主的面前，與主同在。我們昨天講說這

件事，我們需要對這個有深刻的印象。當然，從我們基督徒生活一開始，我們就知

道我們需要花時間與主同在，我們需要有晨興，我們需要花時間進入主的話。但

是，當事情臨到我們，我們忙碌起來，我們常常就是把這件事犧牲了。我不曉得我

們有多少人仍然維持在主面前與主同在的時間。若沒有這段時間，我們在這裡所講

的許多事就變成僅僅是教訓。 

我想你們很多人都知道我們有這麼一本小冊子，中文是《與主同在》，我要把其中

開頭的幾段念給你們聽。等一下我們在綱要裡講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們要回頭來講

這件事。為甚麼我要先提起這件事呢？因為我要提醒我自己，也盼望我們也一同受

提醒，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作為服事者，我們需要維持這樣的在主面前的時

間。這個小冊子開頭是這樣說的，慕安德列在他關於禱告的這本書裡面，提到一次

的牧師的聚會裡面的主席問大家一個問題：有誰每天花三十分鐘禱告的，請舉手。

在那個會眾的裡面，那些都是牧師，只有一個人舉手。那時候，主席問：有誰每天

禱告十五分鐘？只有一半的人舉手。當他再問：有誰每天花五分鐘禱告？其他的人

也都舉手了。 

這豈不就是今天我們在主面前的光景麼？我們都必須問我們自己這個問題，我每一

天花多少時間與主同在？今天基督徒中間最急切的需要，最普遍的需要，就是每天

花相當的時間在主的同在裡讀經、禱告。在物質的範圍裡，我們每天都要花時間接

受營養；若是這樣，我們在屬靈的一面更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喫屬靈的食物。按照目

前的情形，幾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如何研讀、背誦、默想聖經、查考聖經來得知

識，但是很少人知道如何來到主的話這裡來享受主，得著屬靈的營養。我們是有神

在裡面的人，我們每一天都要分別一段時間到主的話這裡來享受祂，來從祂得著屬

靈的餧養。 

  

並且我們從許多人的經歷和見證，我們知道我們每天至少要花十分鐘與主同在，接

觸祂，得著祂的加力。在這段時間，我們要禱告，要讀經。若是僅僅十分鐘，這是

不足彀的，需要花更長的時間，使我們能彀有正確的讀經、禱告，甚至半小時還是

太短了。但是我們每天必定能彀花三十分鐘來禱告、讀經，而最好的時間是在早

晨。在這三十分鐘，我們要忘掉知識、信息、行動、工作。那一切都必須忘掉，我

們要全神貫注於花足彀的時間在主的面前。我們是神的眾子，這是我們每一天第一

的基本的需要，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每天至少花三十分鐘在主的面前學習。不要太

過運用我們的心思，乃是簡單地運用我們的靈來禱讀。任何的基督徒若是每天花少

於三十分鐘在主的面前，他就不可能是正確的屬靈並且健康。這是一個確定的原

則。一個人，如果不天天喫，他怎麼可能健康。我們若是有一段時間這樣作，主就

會在我們裡面帶來極大的改變。我們對基督的經歷會加深，並且至終我們對別人的



影響也是會蠻有功效的。我們會有極大的改變，不是籍著教訓、研讀等等，乃是籍

著接觸主。 

我們必須付代價，花這段的時間在主的面前，為著我們屬靈的長進。早晨，我們不

應該留戀我們的床那麼久。倪柝聲弟兄曾經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愛床，我們就不可

能愛主。在我們跟主之間總是有這個爭紮，就是到底揀選主還是揀選我們的床。若

是靠主的憐憫和恩典，我們渴慕，並且願意每天花時間在主的面前，那麼我們該作

甚麼呢？他就繼續說到我們在這段時間可以作甚麼。我之所以要讀這一段話，主要

是因為我怕等一下我就忘記提到這件事的需要，等會如果我們還有時間，我還要回

頭來講這件事。 

今天早上的信息是說到點燈與燒香，我們從舊約的這幾段話來看這一件事。這裡有

美妙的啟示，關於帳幕和帳幕裡的事奉。但是我們要把這個應用到我們的經歷，特

別是在於我們跟主之間的經歷。當然關於這些事有很多的解經，關於出埃及記、民

數記、利未記這些段落，有許多的解經，但是很少的解經是主觀地應用到我們對主

的經歷。例如點燈這件事，有些解經會說，這是說我們要在主面前得光照等等。但

是你要真正的進入這件事，進入那些的細節，我想不是有太多的解經或講論是能彀

那麼深入。為甚麼李弟兄能彀從這幾段話裡面得著那麼多呢？因為他是非常進入這

件事，他是在這件事上是一個實行者。他不是僅僅是個理論家，他自己就是這樣來

實行。 

我再讀給你們聽兩段話，事實上第一段也在這篇信息後面的職事信息摘錄裡面。中

文第三十頁，三十頁，中文第三十頁倒數第二段：我並沒有意思給你們一些關於預

表的教訓，我的負擔是要指給大家看一條與神接觸正確的路。這不是一種教訓，而

是一種指引，給我們看見與神接觸，在神面前享受並經歷基督一切豐富之正確的

路。我再念給你們聽另外一段職事的話，那是出埃及記生命讀經。我們很容易在道

理的一面明白預表，舊約的預表僅僅是新約的許多事的影兒，但是我們要把舊約的

預表真正地應用，就是需要有許多的屬靈經歷。超過五十年前我聽了關於燈檯、點

燈，還有用來點燈的油這些的預表，但是我沒有聽到任何人說到這些事在經歷上的

意義。結果，這些教訓對我就沒有甚麼影響，那些教訓只是使我的心思裡面充滿了

觀念。我把這些的教訓傳授給別人，也對他們沒有甚麼影響，沒有甚麼生命的果

效。主憐憫我們，使我們能彀摸著經歷的一面。 

關於點燈，我們乃是說到作祭司盡功用經歷的一面。每逢我們作為召會來聚集，我

們需要有這樣的經歷。關於點燈，我們知道神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我們若行

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我們在生命裡直接的結果，就是我們有光。但是我們要把

這件事帶到經歷的一面來看。關於神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這裡是說在祂裡面

毫無黑暗，不是說有時候沒有黑暗。我們也許三個月之間纔有一次在光中，大部分

的時間沒有在光中。但是約翰一書說，我們要在光中行。如果你去讀第六節的那個

注解，那裡說到行，中文六節第五注，是實行，就是習慣的實行。不是我們偶爾有

一些的光照，只是片片段段的光照，乃是我們要一直在光中。為此，我們需要花時

間在主的面前。 



我要再提起馬可福音裡面，弟兄們也提過。在馬可福音，主在祂的工作上是非常的

活躍，但是祂總是禱告第一章。祂作了許多工之後，很多人來找祂醫病，但是祂在

清早天還黑的時候，太陽還沒有出來，祂就到山上去禱告。到了第三章，祂呼召門

徒的時候，那裡說到祂選立他們，要他們和祂同在，就是要他們在祂的同在裡，然

後纔要他們出去傳道。在路加十一章說道，只有一件事是不可少，只有一件事是不

可少的，第十章，就是馬利亞選擇那美好的分。我們很多人都像馬大一樣顧到召會

生活裡面許多許多的事，但是主說，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不可少的一件，就是花

時間在主的面前。撒督的兒子，那裡說道，他們不是事奉殿，乃是他們事奉主。所

以我們作祭司有一件必須作的事就是等候主、服事主，這就是我們的事奉。在現代

一切都講求效率，一切都要快，時間越短越好，但是在這件事上沒有捷徑。我想在

這篇信息的職事信息摘錄裡有一段說到沒有捷徑，關於花時間在主面前這件事是沒

有捷徑的。所以約翰一書不是說到我們要在光中，而是說我們要在光中行，也就是

說我們要一直在光中。等會我可能還要回頭來講這些點。 

現在我們先讀經文，就是出埃及記這兩段，關於點燈和燒香。出埃及二十七章是說

到點燈，出埃及三十章是說到燒香。當我們讀經文的時候，我會指出幾個點。第一

段是出埃及二十七章二十到二十一節，“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搗成的純橄欖油拿

來給你，為點燈用，使燈常常點著。”請把“常常”這個詞劃起來。二十一節，“在會

幕中見證櫃前的幔外，亞倫和他的子孫，從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華面前整理這

燈。”請把“整理”這個詞圈起來，英文是“維持”的意思，“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

永遠的定例。”請把“永遠”這個詞劃起來。所以這裡有“常常”，有“整理”，就是維持

的意思，還有“永遠”這個詞。這三個詞是形容我們點燈該注意的，應該是常常的，

是要整理，要維持的。 

這裡說到，從晚上到早晨要整理，要維持、維護這個燈。聖經說到整理燈，維持、

維護這個燈這件事，那個語氣是很嚴肅的。有祭物的時候，祭司就要來獻祭；若沒

有人獻祭，祭司當然就不需要來獻祭。但是要維持這個燈，使燈常常點著，這是要

一直作的事。這裡的說法是從晚上到早晨，也就是從現在到主再來（按預表來說是

這樣子），我們要維持這樣的一種情形，就是我們在光中。我們不該有任何的時間

在黑暗裡，不是說我們一下在黑暗裡，一下在光中，乃是我們要一直在光中，要維

持這種的情形，並且這個要成為永遠的定例。意思就是說，這樣的事是不能彀改變

的，不能彀消除的。這樣的事是一直存在的。 

好，我們讀第三十章，這是說到燒香。第七節到第八節，“亞倫要在壇上燒馨香的

香；每早晨他收拾燈的時候，要燒這香。”所以這裡頭一件事，點燈與燒香這兩件

事是並行的。每逢你點燈的時候你就燒香，或者反過來說，每逢你燒香你就點燈。

如果我們把這個應用到我們的經歷，這就是說每逢我們要禱告，我們就需要蒙光

照，要先在光中。每逢我們在光中，至終就會把我們帶到禱告的裡面。所以這兩件

事是並行的，你不能只有其中之一。你不能只有禱告的生活而沒有蒙光照的生活，

你也不能只有蒙光照的生活而沒有禱告。 



第八節，“黃昏他點燈的時候，也要燒這香，作為世世代代在耶和華面前常燒的

香。”這裡說到常燒的香，如果你進到帳幕裡，進到聖所裡，你會注意到兩件事，

一個就是燈檯的光，另外一個就是香的氣味，這兩樣是要一直存在的。我們的行事

以及我們的聚會應當給人一種的感覺：當人進來，他們就會有一種的感覺，有一種

的氣味，有一種的光在這裡。幾年前，我帶弟兄們到耶路撒冷去，我們參訪那個亞

美尼亞的教堂，他們是有那種的香在那裡，那只不過是外在的有那種香的氣味。但

是我們在我們的召會生活，召會聚會以及我們的個人生活裡，我們應當燒香，那個

香就是禱告。這就是說我們的個人生活應當滿有禱告，我們的召會生活也應當滿了

禱告。 

香這件事是很特別，我們都很熟悉複合的膏油的成分，但是在三十章說到這個複合

的膏油的成分，但同時也說到香的成分。香是由三種的成分加到乳香的裡面，這三

樣的名稱，就是英文也很難念，有些字典還查不到這幾個詞。我們來讀讀看，三十

四到三十八節，出埃及三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取馨香

的香料，就是拿他弗(蘇合香)、施喜列(香螺)、喜利比拿(白松香)；這些馨香的香料

和純乳香，各樣的分量要相等。”你去讀注解，會向你解釋這三種的香料都表徵基

督的死，但是所著重的有不一樣。第一個蘇合香著重的就是祂生產的生命，第二是

著重祂救贖的功效，第三種香料是著重祂驅逐撒但的能力。這時我們想到主的死，

在約翰福音裡這三方面，祂是一粒的麥子，為著重生；祂是神的羔羊，為著救贖；

祂更是銅蛇，來對付撒但。我們快快把這個應用到我們的經歷，這意思就是說，這

馨香完全是與基督的死有關。我從來沒有看過那些的香料，也沒有聞過這些的香

料，但是如果可以祛除害蟲，必定是有一種的氣味不是很好聞。沒有人可以把這個

複合的膏，還有這個香，在家裡面應用。所以你一聞到，你就立刻知道你是在聖

所，因為那個香氣就告訴你那是怎麼樣的香。所以這是一幅很好的圖畫，在我們基

督徒生活裡，人應當聞到在我們身上有一種氣味是不一樣的，他們來到我們的聚會

中，他們應當聞到這種的氣味。 

綱要的第壹大點是說到點燈，應用是在聚會裡。我們要從這裡開始來看，但是我們

往前的時候，我們也會摸到個人的一面。因為事實上，你若要有正確的團體的一

面，你的個人的一面是不可少的。但我要先這樣說，我用這個作為開頭，這樣你們

一開頭就會看清楚了。我們說基督教的聚會相當不對，因為有聖品階級和平信徒的

制度，的確是那樣。一九八四年，我們開始說到神命定之路。神命定之路就是忘掉

要龐大，我們著重的是有小聚會。為甚麼呢？這就是讓眾聖徒都能彀盡功用，所有

的聖徒都能彀有更多彼此互相的情形。這就是我要說的。雖然是那樣，我當然是極

力地贊同支援這件事，我們需要彼此互相的聚會，我們需要有小聚會，讓眾聖徒盡

功用。但是假設你到了一個聚會裡來，在那裡沒有光，每一個人……或是大聚會，

一個人講，而沒有光，或者是小聚會，大家都講，但是沒有光，那是一樣的糟糕。

我們說，我們要從注意量，就是大的數字到注意小的聚會，讓大家彼此互相的盡功

用，但是如果這種彼此互相和盡功用不是在點燈的原則裡。 



我不曉得你們覺得怎麼樣，我參加過很多的聚會，你好像在暗中摸索。一個弟兄講

講講，講過了之後他說，我也不知道我在講甚麼。盼望你們知道我的意思。然後聚

會停頓，也沒有人繼續講甚麼。我想你們都參加過那樣的聚會，在那裡沒有甚麼

光。或者舉另外一個例子，李弟兄舉的例子，反過來，有很多的活動很吵鬧。你在

那裡禱讀詩歌，然後你禱讀綱要，你有了許多的活動，但是你還是沒有光。這也是

有可能的。所以怎麼解決呢？解決之道就是我們需要有人一個一個的，一個，兩

個，三個，四個，這些人一個一個到聚會來，他們是一個光的人，有光的人，他們

有些東西能彀彼此點亮。我們也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當我們來，我們和一些弟兄們

坐在一起，不一定是要釋放信息，但是他們有些的發表，在弟兄們的裡面也有回

應。他講完，第二個人就說是的，然後第三個也回應。然後你參加完那樣的聚會，

你覺得非常有滿足，你覺得你在光中，你覺得你被洗滌了。這就是我們該在的聚

會。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綱要，我再用李弟兄的一些話語來補充。 

  

壹    在神的聖所裡點燈是盡祭司的職任，祭司的事奉——出二七 20～21： 

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來在一起，更是要來在一起作祭司。 

  

一    按預表，在神的聖所裡點燈表徵我們基督徒正確的聚會方式： 

1    帳幕作為會幕，就是神與祂的子民相會，並向他們說話的地方（利一 1），乃

是預表召會的聚會。 

2    按預表，點燈是指召會正確的聚會方式；正確的聚會方式乃是點燈，就是發出

光來——路十一 33。 

現在我念給你們聽一段話，這是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祭司在聖所點燈含示的意義非

常豐富。作為帳幕之預表的應驗，今天的召會是神的帳幕。在召會中的聖所，這個

召會就是神的聖所，這是很容易瞭解的。然而，請聽，一班信徒來在一起作為召

會，可能他們是這樣聚會，卻是在黑暗裡聚會。他們也許在聖所裡聚會，但那個聖

所是黑暗的。我們可能有一種召會聚會，我們都作了對的事，但是卻是黑暗的。每

逢一班信徒來在一起聚會，如果沒有聖別的祭司，那個聚會就會在黑暗裡。有人只

是照著他屬人的觀念說一點事，有的人按照天然的思想來說一點話，結果就有天然

的光或人造的光，卻沒有神聖的光，沒有聖別的光。我們都有過那樣的經歷。人一

再地講講講，把他們的心理學，大眾化的心理學來講講，來怎麼解決人的困難，這

些都是人造的光。還叫人呼求主，卻是很不屬靈的呼求主。聖所裡的光不該是人造

的，也不能是天然的。 

如果信徒聚集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是祭司，當他們開口講話的時候，那就是點燈。

一位年輕的姊妹，可以簡短地作見證，她那個見證也是點燈。聚會中的聖徒會很訝

異，那個聚會滿了光。這樣那個聖所裡的聚會是滿了神聖的光。這個光乃是出於基

督，作為三一神的具體化身，還有祂的人性，並且是神的靈成了基督的靈，含帶著

祂的人性、人性生活、死與復活等等。這些就是燒香的不同，還有，點燈跟燒香不



同的方面。但不管怎麼樣，這些都是屬靈的經歷，是主觀的，是可以應用的，是可

經歷的。我們在聚會中所說所作的，都當包含這些的元素。 

在召會生活裡，聖徒有不同的年齡層，有的很年輕，有的人已經可以作祖父母了，

有人是作學生，有的人是帶職業的，是有專業的。不管我們是哪一種人，我們來到

聚會裡，我們都應當是祭司。我們聽過聖品階級平信徒這樣的說法，我們宣告我們

不願意有這樣的聖品階級平信徒的制度。現在外面的人開始注意地方召會的聚會，

因為那是跟基督教不一樣。然而，弟兄們，我們關起門來說，在我們當中，如果我

們只有一種的聚會跟基督教不一樣，我們比起基督教也沒有好多少。所需要的，乃

是我們的聚會要滿了光。在個人的一面，我們都是祭司，團體的一面，我們也是祭

司。我們是祭司體系，我們沒有聖品階級與平信徒的制度。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若沒有基督的彰顯……請聽，我要指出這一件事。在出埃及二十

七章說到點燈，在那段之後立刻說到二十八章就說到祭司的衣服，在那之前是說到

帳幕的器具的製造。李弟兄指出來，為甚麼在這兩段中間，在二十七章末了要加進

來這兩節。在二十八章的開頭有一個連接詞，原文有一個連接詞，然後接下去講到

祭司的衣服。這意思就是說，我們的   日常的生活作為基督的彰顯那就是我們的衣

服，是與點燈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不點燈，我們就沒有基督的彰顯作為衣服。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沒有在日常行事為人裡彰顯基督，我們來聚會就很難成為光，

成為那個光照人的因素。 

所以我繼續讀，在日常生活裡，如果我們沒有基督的彰顯，那麼我們在召會聚會裡

所作的一切都是假冒偽善。在座，我們沒有太多人是全時間者，我們都有職業，我

們在職業裡也很忙碌，我們是領頭的弟兄。所以聚會的時間來了，我們就把屬世的

衣服放在一邊，我們撿起聖經包，我們就到聚會裡來，我們在聚會裡開頭結尾，這

就是我們能彀作的。我們若是那樣，原諒我說，按照李弟兄所說的，這可能是假冒

偽善，因為我們只是在作一些事。召會聚會的需要，不管是大聚會或小聚會，需要

有人在那裡報告，有人在那裡主持，但是我們很多人以為領頭弟兄的職責就是作報

告者或者作主持人，但是真正的需要是那個點燈的因素。我們開口的時候應當有一

些專特的點，是主光照了我們，我們跟聖徒分享，然後我們就把聖徒的燈點亮。那

是我們作領頭的弟兄真正的需要。我們若沒有祭司的衣服，我們就不彀資格，沒有

足彀的裝備來點燈。這個作為祭司來點燈，我們需要有基督足彀的彰顯。 

歷代以來，特別是從改教以來，基督徒為著聚會的方式有許多的辯論，不同的公會

都有他們特別的聚會的方式。例如，長老會的方式跟浸信會的方式不一樣。那麼你

聚會的方式是甚麼呢，正確聚會的方式乃是聯於舊約點燈，在聖所裡點燈的這個預

表。我們不該以為點燈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在預表上，點燈至少含示正確聚會的

方式。點燈是聯於神子民的聚會。若有人問我們，召會聚會是怎麼聚會？我們要回

答說，我們是以點燈的方式來聚會。作為基督徒正確的聚會就是點燈。每逢我們來

在一起有召會的聚會，我們都要點燈。所以這不太在於你聚會的方式是不是按照神

命定之路，是人數多或是人數少，問題是在於在那樣的人數裡面，那個素質有沒有

點燈的因素。我們的聚會應當是燈點亮。 



所有的唱詩，唱詩是好的，但有時候唱詩只是打發時間，那是沒有用的。作見證也

必須是點燈。有時候，（我是在讀職事的話，）聖徒禱讀主話、呼求主名，卻沒有

油。他是說到用橄欖油來點燈。他們沒有基督作橄欖油，他們的油是從一些比較差

的來源。有人在那裡呼求主是很輕率的，他沒有在那裡點燈。聖徒可能會失望，就

說，我這樣禱讀或者呼喊主可能是不對的，他就覺得被定罪，現在還是不要開口

了。李弟兄說，你們也不要因此失望，但是我們需要被煉淨，不要失望。我們不是

澆冷水，我們乃是要被煉淨。 

年輕人，你在那裡喊的時候，你可能沒有橄欖油。是的，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情

形。我們要讚美主，正確的讚美主，有純橄欖油，就是那靈。我記得有一次李弟兄

叫我起來講話，我開頭就說讚美主，他說把那個砍掉。因為那裡面沒有油，在那一

種讚美主是沒有油。我不同意你們的禱讀喊叫是帶著一些不純淨的雜質，我們的呼

求主、禱讀不應當是輕率的，好像開玩笑的，那會落到黑暗裡面而沒有光。 

我們在聚會裡的發表，應當是從橄欖樹出來的純橄欖油，是這種油能彀在聖所裡用

來點燈。這就是為甚麼我們需要十字架作工在我們身上，純橄欖油乃是經過了成肉

體、釘十字架而進入復活，乃是這樣的油纔是純淨的，沒有天然的成分。我們在聚

會中當然需要得釋放，也要滿了喜樂。有時候我們甚至會歡笑，但是我們的釋放和

歡笑必須是帶著純淨的油。不管我們在哪裡聚會，是在建築物裡面或是在戶外，或

是在某個餐廳裡面，不管在哪裡，我們的聚集就是聖所。為此，我們不該以天然的

方式或屬世的方式聚集。 

  

3    我們在聚會中所作的每件事，無論是禱告、唱詩、讚美或申言，都該使聖別的

光上升。 

這就是在神的聖所裡點燈，使光能彀吞沒一切的黑暗。好，我們回來再讀一點的綱

要。第二中點，是指向這件事的根源，就是我們要有這樣的聚會，我們需要有這樣

的人，不是在於我們聚會的形式，乃在於那些人本身。 

  

二    在聖所裡需要聖別的人來點聖別的燈——出二七 20～21，三十 7～8： 

我們有年輕人進到領導職分的裡面，他們需要受訓練。受訓練作甚麼呢？是訓練他

們來治理召會或者主持聚會作司儀麼？或者進一步訓練他們在申言的時候有好的開

頭和總結麼？我們需要有人是聖別的人，來點聖別的燈，在聖所裡點聖別的燈。 

  

1    祭司乃是絕對為著神，完全被神據有的人，他的生活為人乃是完全為著神的；

他在每一方面、在每一種情形下的獨一興趣就是神——彼前二 5、9，啟一 6，五 9

～10。 

這講得很清楚了。 

  

2    點燈的人乃是被神據有、被神浸透、且絕對為神而活的人——出二七 21： 



我問問你們，如果一個人早晨不花時間在主的面前，他可能作這樣的事麼？如果我

們花時間在主的面前，我們在一天當中，在我們的事物裡面，我們還是會受打岔。

但是如果我們早晨不花時間在主的面前，許多時候，我們來到聚會裡，我們只是表

演。李弟兄用的這個詞是假冒偽善，這是很強烈的字眼。我們不是假冒偽善的人，

但我們是在表演。一個人就是他所是的，他的所是該成為點燈的因素。 

  

a      凡這樣的人在聖所裡所說和所作的就是點燈；他所有的行動都是燈的照亮。 

b     當聖別的祭司在召會的聚會中說話時，燈光就上升，聖所也就滿了光——林

前十四 19，太五 15～16，可四 21。 

下一點，乃是從反面來說。你也許有一種的聚會，有各種的活動，卻沒有光，只不

過是天然的光，人造的光，那是不好的。 

  

三    聖所裡的光不是天然的光，也不是人造的光，乃是神聖的光，聖別的光，真

光，就是神自己——約一 9，約壹一 5，啟二一 23～24上： 

1    今天基督徒因著許多種天然和人造的光而分裂——賽五十 10～11，林後十一

14。 

所以我們要有彼此互相的聚會是好的，但是你那種的彼此互相到底是不是人造的

光。我們不該僅僅有一些的活動，卻按性質上是天然或是人造的。 

2    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我們需要在獨一、真正的光，就是救贖並照耀之神的光

底下生活行事——啟二一 23，約壹一 5、7，弗五 8～9。 

所以我們花時間在主面前，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要花時間讓主在我們裡面照亮我

們。在這件事上是沒有捷徑的。我有時候覺得如果我們要真正進到主的光中，主的

同在裡，你至少三次要抗拒那些打岔的事要你去作別的事，你要一直對抗那個回

頭，讓你能彀回到主的面前。有時候，你就想到要去打電話給那個弟兄，還有去顧

到你家裡的狗，還有剪草，或者你要收電子郵件等等。不，你裡面的那個衝動要去

作那些事，你要把它制止下來。你可能要三次制止你裡面的那些衝動去作別的事，

結果你纔能彀定下來你還是要先花時間在主的面前，這樣你纔讓主照亮你。當主在

那裡光照你的時候，常常都是帶來認罪。主的照耀有相當的部分，我們跟主的交談

有相當多是在於我們的認罪。 

最近，我在整理一些李弟兄信息的資料。我讀到李弟兄的信息，說到我們花時間在

主的面前，有三分之二是在於認罪。在認罪的裡面，就把人帶到光中。有人說，這

樣的認罪沒有甚麼用處，沒有帶進甚麼的果效，可能不健康，可能叫人內顧自己，

叫人覺得不舒服。但事實上，你從一個黑暗的房間裡面出來，走到這個光裡面，讓

這個太陽光來光照你，事實上那是很舒服的。你在那裡被曝露，你在那裡認罪。事

實上，那就是在光中。 

我要給你們一點，可以說是額外的獎勵。我們知道李弟兄是一個屬神的人，是神所

大用來釋放職事的人，但是我要念給你們聽，最近我從一本的李弟兄的老的日記本

裡面，一張紙片，他在那裡面寫到他自己的經歷，就是他跟主來往、對付。我要讀



一些的內容給你們聽，就給你看見這是一個人的確活在主的同在裡。我讀的不是李

弟兄公開講的話，不是一種的教訓，一種的講章，乃是他個人跟主來往、交談的記

錄。他也沒有意思要給人看見，他也沒有意思要出版這些，他只是寫在他的日記裡

面。 

有一次，當我看到這張紙條，我的確覺得很紮心。請聽，這為我們開一扇的窗戶，

給我們看見李弟兄這個人，在他跟神之間。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號，今天早晨五

點半我起床，跪在主面前禱告。我深深覺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頭八個點都是詳細的為著他個人生活的認罪。我要把那些略過，我不會念

給你們聽，但是我要告訴你，他向主認罪。大多數的事我們不會認罪，我們只會埋

怨環境。 

我念給你們聽，在那個之後，第九點……請記得，這不是為了講道，這不是為了傳

講信息，這是他個人的筆記，就是他跟主的交談的記錄。“多年來，沒有正確的敬

畏主，沒有緊緊跟隨內裡的感覺，常常忽略主的感覺。盡職，行事，沒有照著主的

這個裡面的引導，而是擅自行事。當我思想這些事，我覺得非常的羞愧，但願主赦

免我。我們有多少人跟主有這樣的交談呢？ 

第十，我需要主的拯救，我需要讓祂拯救我脫離這一切的短缺和失敗。然後他喫早

餐，早餐之後他說，我進一步禱告。我覺得第一我沒有足彀活在主的面前；第二我

沒有彀經常的親近主，沒有足彀的等候主，我沒有足彀得釘死再進到祂的同在裡讀

祂的話與祂交通，我沒有尋求祂的意思，信靠祂，這是我失敗的主要原因；第三，

即使我常常向人說話，教導人，但我沒有讓主向我說話，給我足彀的教導。 

我也覺得我屬靈的光景是太差了。這些年來，雖然我蒙主使用，帶領許多人，教導

許多人認識主，但是我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不彀正確，是我最需要主的憐憫。請記

得那是一九五五年，他寫過了《生命的認識》、《生命的經歷》，這一切我們是那

麼寶貝的事後，他有這樣的禱告。我也覺得有時候我向人發脾氣，我對人的錯誤很

嚴厲。當然我對自己也很嚴厲，但是我深深地覺得從現在起，我需要更能彀寬容別

人。當人犯錯的時候，需要對他們更溫柔，而不原諒自己的錯誤。 

我也覺得我周圍所發生的一些事（他提到這些事，但是我跳過去），那是神對我的

對付。我需要謙卑自己，把自己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接受神的管教，而不是希望環

境改變。哦，神啊，憐憫我，照著你的時間，求你把你懲治的手轉為恩典的手。神

啊，我知道甚至你的管教也是你施恩的方式，但是我更願意因著我學了功課，你的

恩典能彀以不同的方式臨到。哦神，你是主，你是恩典的主，求你照著你的美意成

就在我的身上。你可憐的孩子（他是指他自己），願意服在你的手下。我應該蒙

羞，但是因著你，在你的恩典中，我願意這樣蒙羞。（他不是向你們說，而是寫給

自己。）你應當得著榮耀，你的道路永遠不會錯，照著你的美意對付我。我敬拜

你，我讚美你，我把我的全心轉向你。你可憐的孩子現在安息在你的手中，在破碎

的靈裡面，安息在你的手中。 

還有另外一張小紙條，那是三月二十五號。今天下午我和一位姊妹談話的時候，我

深深地覺得從現在起工作必須能彀配上許多的禱告，所有話語的職事也必須配上許



多的禱告。使徒說，他們要首先禱告，然後盡話語的職事。還有八月十號，另外一

段，他是在菲律賓碧瑤。已過兩天在我的禱告裡，我覺得所有屬靈的生活，屬靈的

行動，都必須尋求主的引導和成全。只要我能彀一直活在主的裡面，在祂裡面受限

制，跟隨祂的感覺，一直聯於祂，我就會沒有問題。如果我能這樣作，那就是屬

靈，那也就是得勝，那就是憑祂而活跟隨祂，那就是在祂裡面生活行事，甚至工作

裡的行動也必須是出於這個。但願主憐憫我，使我能彀領受恩典，這樣活在祂的裡

面。哦，我是何等渴慕蒙拯救脫離自己，使我能彀成為祂榮耀的，與祂相配。我何

等渴慕在這樣的一個榮耀的屬靈實際裡。那實在是美好，是不是呢？ 

好，我們要顧到綱要，現在我們回來看綱要。我們有沒有讀第三中點的第二小點

呢？第三小點還沒有讀，好。 

3    信徒聚集的目的就是要有神的聖所，由合格的祭司來點燈，使我們看見聖所裡

各項器物所表徵之基督不同的方面，也看見通往至聖所，就是進入在神裡面之基督

深處的路——出二五 23、31，三十 1。 

所以聖所裡有這一切美妙的東西，但是如果沒有光，你只是在那裡在暗中摸索。基

督是陳設餅的桌子，是，是，是，但是那裡沒有光；基督是香壇，是的，但那裡沒

有光；你說到基督作為這不同的方面，你念完綱要，你把所有的重點都講完了，但

是沒有光。那是甚麼呢？惟有當你點了燈，那個燈照亮纔給你們看見在光中，纔給

你們看見基督不同的方面。 

  

4    每當我們在召會聚會中經歷真正的點燈，我們定規會經歷到一些成分，就是三

一神的具體表現（燈檯）、神聖的性情（金）、基督拔高的人性（燈芯）和基督的

靈（油）——西二 9，彼後一 4，羅一 3～4，八 9。 

5    一同聚會點燈，包含了我們基督徒生活屬靈經歷的每一方面。 

好，我們來到第貳大點，就是，第二件事就是燒香。 

  

貳    祭司體系的主要任務乃是燒香——出三十 7～8： 

當然我們知道燒香就是禱告。現在我們從團體的一面來到個人的一面。我們個人花

時間在主的面前需要有許多的禱告，這種的禱告就是香。當然，這也可以應用到我

們來在一起，為著神的權益有團體的禱告。但是今天早晨，在後面的信息摘錄裡面

說到燒香，主要是說到我們花時間在主的面前，在那裡禱告，停留在主的面前。那

樣的禱告不是照著我們自己的興趣，乃是我們與主調和，讓基督進到我們的禱告

裡，讓我們裡面的基督向寶座上的基督禱告。那不僅僅是一種的教訓，乃是一種的

經歷，是我們必須有的。 

李弟兄說，在這件事上沒有捷徑，你沒有辦法從外院子直接跳到裡面，你需要花時

間在這裡蒙光照。這本書說到半小時，半小時事實上是很短，半小時你很難跟人有

好的談話。我和一位弟兄晨興，我們說我們花十五分鐘，但是十五分鐘你僅僅開始

談話，你講一點那麼就是半個小時了。如果我們在主面前的時間只不過是一種的手



續，那麼十分鐘你就覺得很長。好，我要把晨興聖言讀完，十分鐘就彀了。但是你

如果要與主談話，半個小時並不長。好，我們把綱要讀過。 

一    點燈與燒香相聯——7～8節： 

意思是說，你得著了光就會把你帶到禱告裡。 

1    每逢祭司們燒香的時候要點燈，每逢點燈的時候要燒香。 

2    每逢我們讀經（點燈）的時候，我們必須禱告；點燈乃是讀神的話，燒香就是

禱告。 

我們花時間在主的面前，應當總結於禱告。 

3    正確的禱告乃是出自讀經而有的亮光；從主話中出來的光要光照我們，使我們

用正確的話禱告。 

所以，我們說到禱讀，但是禱讀真正的意思就是你讀主的話，讓話光照你，你就禱

告。這不是一種形式，不是一種只有主恢復裡面獨有的形式，我們有某種的形式，

並不是那樣。 

  

二    燒香乃是作神居所之會幕裡，每一件事的中心。 

如果在座一千七百人，我們每一個人每天都花半小時與主同在，不是因為我們要完

成某一件事，而是成為我們永遠的定例。用出埃及二十七章的話來說，是永遠的定

例。我們這一千七百位，在座一千七百位弟兄，如果我們都這樣作，若是全地所有

領頭的弟兄都花那樣的時間。在這本小冊子裡說，慕安德列問那些牧師、傳道人，

他們有多少人花半小時，只有一個人舉手。我不願意問你們，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

人有花半個小時。這不是要定罪你們，這是一種彼此的提醒。 

  

三    燒香預表禱告——詩一四一 2，路一 10～11，啟五 8，八 3～4： 

1    燒香表徵我們在復活升天的基督裡並同著復活升天的基督禱告。 

2    這樣的禱告實際上就是基督，乃是我們籍著基督並同著基督升到神那裡去；這

對神乃是馨香之氣。 

3    那香的煙指明，那香同眾聖徒的禱告向神焚燒，上升於神面前；這含示眾聖徒

的禱告有功效，且蒙神悅納——3節。 

在啟示錄有這一段的話，說到燒香聯於神在地上的行動。我們的禱告有這一面是聯

於神的經綸和神在地上的行動，但是在這篇信息我們所著重的不是那一方面。我們

所著重的是花時間在主的面前，作為我們祭司的事奉，我們有這樣的禱告，我們與

基督調和，就是這裡所需要的。在基督裡並以基督作香所獻上的禱告……我們回頭

第三小點，那香的煙指明，那香同眾聖徒的禱告向神焚燒，上升與神面前；這含示

眾聖徒的禱告有功效且蒙神悅納。好。 

4    在基督裡並以基督作香所獻上的禱告，管治神恩典的分賜並推動神聖行政的執

行。 



所以，神所成就的每一件事都是透過禱告。為甚麼我們禱告的那麼少，如果我們知

道一切都是籍著禱告來成就的，這個是引用倪弟兄的話。當我們禱告事情就發生，

我們不禱告事情就不會發生。 

  

四    聖膏油表徵基督作為包羅萬有的靈從神臨到我們，香表徵基督作為我們的禱

告從我們到神那裡去——出三十 23～25、34～38： 

所以這是一個雙向的交通。 

1    為著三一神與我們之間雙向的交通，我們需要聖膏油的塗抹，同時也需要香的

焚燒： 

我們很熟悉聖膏油，但是恐怕我們很少研讀香，但是這二者是同樣重要的，這是對

於這位終極完成的靈的經歷。同時我們也需要有禱告的經歷，在基督的死和復活的

各方面來與基督來調和，成為獻給神的香氣。 

a      膏油塗抹將神在基督裡並籍著基督帶給我們，讓我們有分於神聖的元素；香

是我們在禱告裡同著基督並作為基督去到神那裡，給神享受。 

b     這種禱告同時以香氣滿足神，並執行神的經綸，就是神的行政。 

2    神以聖膏油聖別我們，使我們享受複合的那靈；我們也以禱告的聖香滿足神，

並執行神的行政。 

聖別不是跟有罪相對，聖別乃是與凡俗相對。所以我們的聚會不應當是凡俗的，我

們的基督徒生活不應當是凡俗的。這不是犯罪或不犯罪的問題，而是你是否凡俗。

如果你是凡俗的人，你所講的是凡俗的。有時候，甚至我們把我們的聚會作成凡俗

的。不管是聖膏油或者香都說到不是凡俗的人，或者恢復本說外人，事實上注解說

到這個外人不是指外邦人，乃是指非祭司的人。換句話說，不應當是凡俗的人來摸

的，這乃是被聖化的，是對神的聖別的。我們不是持守宗教，但是我們與神，與主

接觸的時候，這應當不是凡俗的。我們的聚會應當不是凡俗的。 

  

五    祭司乃是一班有香的人；祭司的工作主要是燒香： 

祭司，前一個點是說到有光的人，現在是說到一班有香的人。我們應當是一班禱告

的人。當人來到我們這裡，他們的第一個印象不應當是你們這些人認識真理，你們

有不同的聚會方式。他們該有的印象，就是你們這些人禱告，有很多的禱告。我們

應當是一班有香的人，祭司的工作主要是燒香。 

1    祭司乃是在裡面燒香以接觸主的人——7～8節。 

2    我們需要學習如何細緻的燒香，向神獻上馨香之氣。 

3    當我們以表現基督的方式禱告，禱告的不只是我們，而是基督在我們裡面禱

告；籍著禱告，我們與基督成為一，並且我們向神的禱告乃是馨香的香升到祂面前

——詩一四一 2： 

  

下面兩段的詩歌， 



a      “基督是香，也是活水，我蒙悅納，也脫困憊；也願在此多禱多喝，獻上香

氣，流出江河”——詩歌五八七首第八節。 

  

b     “常在神前燒香！常在神前燒香！常在神前將燈點亮，也常向神歌唱！”——

詩歌五七三首副歌。 

我要花兩分鐘，重複我開頭所說的，事實上也在這篇信息的職事信息摘錄裡面。我

選出這裡的一段，中文二十八頁，二十九頁，中文二十九頁開頭一段：這種禱告需

要花時間，是需要花時間的。你不能求快，我們必須花時間在主面前來獻祭並燒

香。燒香的確需要花時間。我深深感覺今日基督徒並不需要別的，我們所需要的乃

是——跳到下面一句——如果所有讀這篇信息的弟兄姊妹肯每天實行這個祭司的職

任，今天召會的光景必會全然改觀。我們必須將那些討論的時間用來燒香。我們花

很多時間來討論，但是我們要把這樣的時間用來燒香。光說要禱告、該禱告是不彀

的，不只是禱告，乃是燒香。 

我建議今天休息的時候，因為我們都行在光中，看看我們能不能有恩典，彼此說一

說我們自己，到底我們花多少時間在主面前。如果我失敗了，我們彼此認罪，我們

失敗了，但我們作為弟兄們能不能彼此鼓勵來建立這樣的時間。這本小冊子是我們

給新人的，不是給領頭的人。但是原諒我說，包括我自己，有時候我們把這個犧牲

了，為著很多其他的事，把這個犧牲了。 

我再念給你們一些話，中文三十一頁，三十一頁第二段第二行，我們必須在此停留

享受基督一段時間。我們不能匆匆忙忙地開始禱告，而是要從基督得著餧養。然後

這滋養就是我們所接受的基督，必須被我們吸收，這需要花相當的時間，這需要花

相當的時間。再翻到下面，中文三十二頁倒數第二段第二行，我們不能作速成的

事，屬靈的事是沒有捷徑的。無疑，主對我們是便利的，但我們不能那麼急促。 

我想我停在這裡，盼望這對我們眾人是一種提醒。我們需要過祭司的生活，我們需

要事奉。我們說我們要有晨興，使我們能彀實行召會生活，使我們能彀有神命定之

路，使我們能彀傳福音。我們這樣說，好像使我們能彀，使我們能彀，是那個事

奉，但是按照我們剛纔所看見的啟示，我們早晨花時間在主的面前，本身就是我們

的事奉，那個本身就是那個事奉。花時間在主的面前，在祂面前禱告，蒙祂光照，

使我們能彀向祂認罪，從祂有所領受。你知道就是修剪燈芯，就是把這些消極的東

西除去，然後加油，就是把積極的東西加進來。這一切就是我們與主的來往，這是

我們個人隱秘在主面前的時間。我們唱的詩歌說到，隱秘之處來等候。我們需要在

隱秘之處來等候。好，我停在這裡，弟兄們告訴我們該怎麼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