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燔祭壇  

讀經：出二七 1~8，來九 14，十三 10 

周 一 

壹 兩座壇—燔祭壇與金香壇—乃是為著完成神的經綸—出二七

1~8，三十 1~10，來十三 10，九 4，啟八 3： 

一 神的工作乃是要完成祂的經綸；神在祂經綸中的渴望，

是要得著一個神人宇宙擴大的合併—約十四 20： 

1 神已經從帳幕裡出來，為要把我們帶進帳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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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1、20節，十

七 21、24。 

二 兩座壇與神完整的救恩有關—羅五 10： 

1 燔祭壇與神法理的救贖有關；法理的救贖是在物質的範

圍裡，由基督在祂地上的職事裡所完成—10節上，八

3，來九 14，七 27，十 10。 

2 金香壇與神生機的救恩有關；生機的救恩是在神聖奧秘

的範圍裡，由基督在祂天上的職事裡所執行—羅五 10

下，八 34，來七 25，九 24。 

周 二 

三 我們必須看見兩座壇（出四十 5~6）連在一起，乃是借著

膏抹（三十 26~28）、贖罪祭的血（利十六 18，四 7）以

及焚燒祭物的火（六 13，十六 12）。 

貳 燔祭壇預表基督的十字架—出二七 1，三八 1，四十 6、29，

來十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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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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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六 14，林前二 2，加二 20。 

二 十字架是神在祂經綸中作為的中心—三 1，一 4，二

19~21，三 13，五 24，六 14： 

周 三 

1 神在祂的經綸裡賜給我們一個人位—基督—和一條

路—十字架—西一 12、20、27。 

2 十字架是神行政的中心；神借著十字架管理萬有，並借

著十字架對付萬有。 

三 燔祭壇是用皂莢木包銅作的—出二七 1~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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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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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為我們釘死者—加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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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銅表徵神在作我們代替之基督身上公義的審判—出二七

2，民十六 37~39，羅八 3。 

三 皂莢木包上銅，表徵基督成為人，在十字架上死了，為

我們擔當神的審判—彼前三 18。 

周 四 

肆 網是祭壇最重要的部分，因為網描繪基督救贖的奧秘—出二七

4，羅三 24，西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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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網表徵在救贖工作裡的救贖者基督—出二七 4，弗一 7。 

二 銅網連同其環和杠，是壇的內容，表徵基督救贖的內在

內容—出二七 4。 

三 壇內的銅網，表徵神的審判達到基督裡面的各部分—詩

二二 1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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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達到基督裡面的各部分—14

節： 

1 神審判的聖火不僅是在基督外面，也在基督裡面焚燒。 

2 基督承受神審判的時候，這個審判達到祂的心，達到祂

裡面的各部分；祂的心在祂裡面融化—14節。 

3 神在基督身上的審判，裡面所經歷的比外面所經歷的更

多： 

a 事實上，基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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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在主耶穌裡

面，在祂裡面的各部分。 

c 網在壇內的意義是，基督不僅是在身上，更是在心

裡承受了神的審判。 

周 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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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九 12。 

伍 網四角上的四個銅環預表永遠的靈—出二七 4，來九 14： 

一 包羅萬有的基督借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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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因祂借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獻給神—

約壹一 7。 
第三十周 • 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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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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九 14。 

二 環與網接成一塊，指明救贖的基督帶進那靈—約七 39，

林前十五 45下，加三 1~2。 

周 六 

陸 壇兩邊的杠，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借著信徒的配搭作為見證—

出二七 6~7： 

一 傳揚十字架—宣揚釘十字架之基督—的人，必須配搭作

為見證—林前一 23。 

二 我們若是活的人，配搭著背負見證而傳揚十字架，就有

資格扛抬祭壇，行走在地上。 

柒 我們由燔祭壇得著全部新約的一幅圖畫—救贖的基督、那靈與

召會—羅八 3、9~11，十二 4~5，林前十五 3~4、45下，十二

12~13，加一 4，三 1~2、13~14，六 10、15： 

一 在福音書裡，我們看見基督是救贖的網和在形成過程中

的環—約一 29，三 14，十二 24，十九 34，七 37~39，

十四 16~18。 

二 在使徒行傳裡，我們有那靈作為四個環子—一 8。 

三 在書信中，我們有四個環子的解釋—來九 14，羅八 9~11，

林前十五 45下，六 17，加三 1~2、14，啟五 6。 

四 基督的身體借著包羅萬有的靈，將救贖的基督扛抬到全

地—林前十二 12~13，啟一 12~13上，二 1、7上。 

五 基督的身體借著包羅萬有的靈，在全地背負著耶穌的見

證；這就是新約的啟示—林後四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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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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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五 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借著神兒子的死得

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裡得

救了。 

照聖經的神聖啟示，神在宇宙中的工作，乃是要完成祂的經

綸，而神在祂經綸中的願望，就是要得著一個獨一的合併。這

是祂宇宙的事業。千千萬萬亞當的後裔已經成了在基督裡的信

徒。神的目的就是要使祂自己與所有基督的信徒合併成為一個

合併。神聖三一的三者是一個合併，乃是借著互相內在並借著

在一起是一的行事。這就是說，神聖三一的三者是一個合併，

乃是借著祂們的所是和所作。這是這個宇宙合併的開始，乃是

開始於神自己。神的目的是要所有基督的信徒都合併到祂的合

併裡，成為一個擴大的合併。這擴大的合併揭示在約翰十四章

十六至二十節。願主開啟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見三一神（祂

自己就是一個合併）已經把所有基督的信徒合併到祂獨一、宇

宙的合併裡（基督為父用神聖的榮耀所榮耀的結果，二四至二

五頁）。 

信息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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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指明，我們若仍然徘徊在祭壇那裡，就沒有和神一同在

帳幕裡。我們必須到陳設餅的桌子、燈檯、香壇那裡去，至終

到達約櫃。在約櫃上面有遮罪蓋，就是希伯來四章十六節所說

施恩的寶座。 

我們到達施恩的寶座時，不僅是在神面前，甚至是在神自己

裡面。在那裡我們與神是一。歌羅西三章三節說，我們的生命

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把我們隱藏起來的神不是在祭壇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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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在約櫃那裡。不僅如此，我們藏在神裡面不是在祭壇那裡，

乃是在約櫃那裡。神已經從帳幕裡出來，為要把我們帶進帳幕，

就是把我們帶到祂居住的地方。 

主耶穌從天上來到地上，眷臨這地三十三年半之久。祂雖

然眷臨這地，卻是住在至聖所裡，且要把我們帶到那裡。祂上

了祭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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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的領會，對我們的經歷乃是

一大幫助（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三八四頁）。 

羅馬書頭四章給我們看見神完整救恩在法理救贖的一面，

後十二章給我們看見神完整救恩在生機拯救的一面。我們是借

著基督的死得著救贖，也是借著祂的死得著稱義，更是借著祂

的死得以與神和好；這些都是法理的一面。但是羅馬書給我們

看見，神的救恩不光有法理的一面，更有生機的一面。這個生

機的救恩，就是五章十節所說，更要在祂的生命裡得救。今天

我們乃是在這生機救恩的過程中，經過種種過程，叫我們在生

命裡得救。從一方面來說，我們都得救了，從另一方面來說，

我們還繼續在得救（經歷神生機的救恩等於在基督的生命中作

王，四四頁）。 

保羅給我們看見，我們已經得救了，因為我們已經蒙救贖、

得稱義並與神和好了。但我們還沒有得救到一個地步，被聖別、

變化並模成神兒子的形像。救贖、稱義與和好，乃是借著基督

的死，在我們外面所成就的，是在客觀方面救贖我們；聖別、

變化與模成，乃是借著基督生命的運行，在我們裡面所成功的，

是在主觀方面拯救我們。客觀方面的救贖，是叫我們在地位上

脫離定罪和永刑；主觀方面的拯救，是叫我們在性質上脫離我

們的舊人、自己和天然的生命（聖經恢復本，羅五 10注 2）。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零四篇；召會的意義，第十

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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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加六 14  但就我而論，除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別無可誇；借著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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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十三 10 我們有一祭壇，其上的祭物，是那些事奉帳幕

的人沒有權利吃的。 

根據聖經，兩座壇是相聯的。出埃及三十章二十七至二十

八節說，香壇和燔祭壇都要抹上聖膏油。帳幕和帳幕的器具抹

油以後，兩座壇也要抹油。二十六至二十八節說，“要用這膏

油抹會幕和見證的櫃、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燈檯和燈檯的

器具、並香壇、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請

注意這些經文裡的順序是：帳幕、約櫃、桌子、燈檯、香壇和

燔祭壇。因此，抹油把兩座壇連在一起。 

抹油表徵神的運行。因此，按照神的運行，香壇和燔祭壇

是連在一起的。抹油乃是相聯的元素（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

八五七至一八五八頁）。 

信息選讀 

這兩座壇也是借著贖罪祭的血連在一起，這血是在遮罪日

為著遮罪獻上的。……這一天要獻上最重要的贖罪祭。贖罪祭

的血流出以後，要把血從祭壇帶到聖所裡，抹在香壇的四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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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把一部分的血帶到至聖所裡，其餘的血要倒在外院子祭壇

的基部。這遮罪之血也把兩座壇連在一起。 

此外，這兩座壇也是借著外院子祭壇上焚燒的火連在一

起。我們若仔細讀舊約，就會看見在香壇上不可用凡火燒香。

反之，燒香只能用燔祭壇的火；這火是從天上降下來的。……

從神那裡來的屬天之火，用來焚燒燔祭壇上的祭物，也用來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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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香壇上的香。由此我們看見，焚燒祭物的火也是把這兩座壇

相聯的元素。……借著這三種元素—抹油、血和火—這兩座壇

就連在一起了。 

我常常喜歡回想我得救時的經歷。那時我很新鮮，一切屬

靈的經歷都新鮮有味。我和許多人一樣，得救時的確與主耶穌

有一段甜美的時光。原因乃是一切屬靈的經歷都是由十字架的

經歷開始，並含示在這個經歷裡。離了十字架，我們就無法在

那靈裡有什麼經歷。十字架是一切屬靈經歷的基礎、立場、起

初的因素；因此，十字架是非常重要的。 

燔祭壇預表基督的十字架。希伯來十三章十節論到這一點

說，“我們有一祭壇，其上的祭物，是那些事奉帳幕的人沒有

權利吃的。”古時候，在以色列人中間的祭壇乃是預表十字架

這真實的祭壇（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八五八至一八五九、一

三八六至一三八七頁）。 

基督當然不是無緣無故釘十字架的。反之，祂乃是為了一

個極大的目的而被釘。事實上，十字架是神在祂經綸中作為的

中心，正如基督自己是神經綸的中心。在神經綸的完成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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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綸的作為就沒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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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的中心（加拉太書生命讀經，一二七頁）。 

參讀：建造神家的事奉，第二篇；事奉的基本功課，第十四課。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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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二七 1~2 你要用皂莢木作壇，這壇要四方的，長五肘，

寬五肘，高三肘。要在壇的四拐角上作四個

角，與壇接連一塊；壇要用銅包裹。 

在神的經綸裡，神賜給我們一個人位和一條路。這一個人

位乃是居首位並包羅萬有的基督，這一條路乃是十字架。基督

是包羅萬有者，祂對我們乃是一切。祂是神，是人，也是宇宙

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實際。神已經將這奇妙的人位賜給我們，作

我們的救恩。這一個人位—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這一條路—

十字架，乃是神行政的中心。神借著十字架管理萬有，並借著

十字架對付萬有。因此，基督如何是宇宙的中心點，十字架也

照樣是神行政的中心（歌羅西書生命讀經，二五九頁）。 

信息選讀 

祭壇是用皂莢木作的（出二七 1上），表徵那人耶穌（提前

二 5），作我們的代替，受了神的審判。在這個點上，我們必須

探討一個重要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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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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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一座壇，但上面沒有祭物，壇的本身能拯救人麼？

當然不能。照樣，假設有十字架，但沒有人在十字架上為我們

而死，十字架本身能拯救我們麼？答案還是“不能”。拯救的

元素不在於十字架這件東西，乃在於為我們釘在其上的那位。

同樣的原則：我們來到主的桌子前，不是有分於桌子本身，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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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吃桌上的食物。我們吃在祭壇—桌子—上所獻的。因此，我

們說到祭壇時，主要不是指壇的本身，乃是說到壇上所獻的。 

按預表，主用皂莢木作為築壇的材料。這指明十字架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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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人性和約櫃所指明的人性相同；約櫃也是用皂莢木作的。

皂莢木是約櫃和祭壇的素質和本質。唯有構上約櫃之標準的那

一種人性，才能在十字架上作我們的代替，拯救我們。當然，

這種人性只在主耶穌基督身上，主耶穌是唯一有這人性的一位。 

出埃及二十七章二節論到壇說，“壇要用銅包裹。”這表

徵神在作我們代替之基督身上公義的審判（民十六 37~38）。在

民數記十六章我們看見，用來包壇的銅，來自那二百五十個受

神用火審判之背叛者的香爐。神審判他們以後，就吩咐摩西把

銅香爐取來，用以包壇。因此，包裹祭壇的銅指明審判。在預

表裡，銅、青銅、黃銅都是表徵神的審判。 

基督在十字架上時，祂是人，由皂莢木所表徵。但祂被銅

包裹，就是被神的審判所包裹。祭壇與約櫃不同，約櫃是用金

包裹，金表徵神的性情；祭壇是用銅包裹，銅表徵神公義的審

判。因此，基督成為人，死在十字架上作我們的代替，受神完

全的審判。祂為我們擔當了我們原該擔當的審判。祂完全被神

的審判遮蓋、包裹。祂是人，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審判（出埃

及記生命讀經，一三八七至一三八九、一三九三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零六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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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週四 

晨興餵養 

出二七 4 要為壇作一個銅網，在網的四角上作四個銅

環。 

詩二二 14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的心

如蠟，在我裡面融化。 

壇內的銅網，表徵在救贖工作裡的基督自己。銅網在壇的

半腰，從一邊到另一邊橫向延伸（出二七 5）。柴擺在這網上，

而祭物擺在柴上。焚燒木柴和祭物的時候，灰就從網上掉到壇

的底部，而煙成為馨香之氣，升到神那裡使神滿足。灰證明祭

物已經蒙神悅納，獻祭的人也已經得了赦免。神享受焚燒祭物

的香氣，而獻祭的人享受平安。 

銅網連同其環和杠，是壇的內容，表徵基督救贖的內在內

容。網在壇內，表徵神在作我們代替之基督身上的審判，不僅

是外面的，更是達到基督裡面的各部分（詩二二 14）（聖經恢復

本，出二七 4注 1）。 

信息選讀 

如果只有祭壇的四壁，而沒有壇內的銅網，祭壇就是空的。

祭壇的意義完全在於銅網連同四個環。不錯，環是為著祭壇的

移動，但環是連在壇內的網上。沒有網，就沒有環；沒有環，

祭壇就無法移動。這把我們引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上：沒有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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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有火用以焚燒祭物。因此，為著焚燒祭物和祭壇的移動，

銅網和四個環都是必需的。 

我們可以把銅網和環比喻為我們身體的內臟。我們的內臟

比皮膚、頭髮還要重要。同樣的原則，銅網是祭壇重要的部分。

如果把銅網挪開，祭壇就成了空的箱子，毫無用處。祭壇的內

容乃是銅網連同四個環。 
第三十周 • 週四 

找出銅網的意義很重要。網是用銅作的。按預表，銅表徵

神公義的審判；網是用銅作的，意義也該是這樣。〔先前〕我們

指出，祭壇應當與一個人位有關，因為祭壇是用皂莢木包上銅

作的。這表徵基督成為人，在十字架上死了，為我們擔當神的

審判。十字架不僅僅是一樣東西；十字架乃與一個人位有關，

正如預表十字架的祭壇，是用表徵主耶穌人性的皂莢木所作成

這事實所指明的。因此，十字架與一個人位有關，這人位就是

基督。 

壇內的銅網表徵神的審判達到基督裡面的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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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基督裡面焚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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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裡面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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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各部分。祂的骨頭脫了節，而祂的心在祂裡面融化。這

意思是，神在基督身上的審判，裡面所經歷的比外面所經歷的

更多。 

事實上，祂裡面所受的苦比外面所受的苦還要多。網不是

在祂外面，乃是在祂裡面。因此，神審判的聖火焚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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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在主耶穌裡面的各部分（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三九七至

一三九九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零五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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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週五 

晨興餵養 

來九 12 並且不是借著山羊和牛犢的血，乃是借著祂自

己的血，一次永遠地進入至聖所，便得到了永

遠的救贖。 

  14 何況基督借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地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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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所表徵的不僅是基督的救贖。按照聖經，基督和祂的救

贖無法分開。基督自己就是我們的救贖。救贖不單是一件事情，

救贖乃是一個人位。不錯，網的確表徵基督的救贖；然而，實

際上它表徵救贖的基督。網預表在救贖裡的基督（出埃及記生

命讀經，一四二六頁）。 

信息選讀 

在網的四角上有四個銅環。按預表，這些環是指希伯來九

章十四節所說永遠的靈……。基督的血有功效，乃因祂借著永

遠的靈將自己獻給神。網上的環預表永遠的靈，乃是基督的十

字架有功效的根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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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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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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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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週五 

為著出埃及二十七章裡的圖畫，我滿了感謝。我們可以借

著這幅圖畫看見，永遠的靈乃是聯于基督完滿的救贖。網是什

麼？網就是基督救贖的內在內容。四個環是什麼？四個環預表

永遠的靈，使基督的救贖有功效，也是基督十字架行動的能力。

十字架的話所以有能力，乃是因著它聯于永遠的靈。當我們傳

講十字架連同基督的救贖時，這傳講必須聯于永遠的靈。然後

我們在經歷中就有網連同四個環，就是基督的救贖聯于永遠的

靈。 

基督這位大祭司借著永遠的靈，就是無始無終的那一位，

將自己當作贖罪祭獻給神，是一次永遠的。因此，基督所獻上

的是有能力的，也是有功效的。 

現在我們對於“基督為什麼需要借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獻

上”這個問題有了答案。我們已經看見，祂作為人，從未憑自

己作過什麼。祂所作的一切都是在那靈的引導下，並且憑著永

遠之靈的能力。這是由網上的四個環子所表徵的。網的全部重

量是由環子擔負的，因此，網所完成的是有能力的，也是有功

效的。這意思是，網所完成的救贖，其能力、力量和功效，全

在於四個環子；基督救贖的能力乃在於永遠的靈。 

環子與網接成一塊，指明救贖的基督帶進那靈。那靈不是

加給基督的。有些基督徒有個觀念，認為那靈是加給基督的。

但聖經的啟示乃是基督帶進包羅萬有的靈。換句話說，包羅萬

有的靈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包羅萬有的靈（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三九九至一四○一、一四一九、一四二九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零七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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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週六 

晨興餵養 

出二七 6 ~7又要用皂莢木為壇作兩根杠，用銅包裹。杠要

穿在壇兩邊的環內，用以抬壇。 

〔出埃及二十七章六至七節的〕杠乃是為著壇的移動。杠

是用皂莢木包銅所作成的，表徵基督作為在神審判之下的人。

這兩根杠要穿入環內，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靠著那靈的能力。

不僅如此，壇兩邊的杠是由人扛抬，這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借

著信徒的配搭作為見證。 

祭壇必須扛在人的肩上。今天十字架必須由人來傳揚；然

而傳揚十字架的人必須配搭作為見證。這就是主耶穌差遣門徒

兩個兩個出去傳道的原因。二是見證的數位，信徒必須配搭作

為見證，靠著那靈的能力，扛抬著基督的救贖，達到地的四方

（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四○三頁）。 

信息選讀 

基督在裡面承受神的審判，多於在外面所承受的，這是極

有意義且緊要的。不僅如此，永遠的靈也聯于基督完滿的救贖。

這靈是為著裡面的焚燒，並為著外面的行動。今天十字架必須

借著永遠的靈，以焚燒和行動的方式來傳揚。我們這些傳揚十

字架的，必須是活的人，配搭著背負一個見證。這樣，我們才

有資格扛抬著祭壇，行走在地上。 

祭壇的圖畫描繪救贖的基督、包羅萬有的靈以及召會。個

人單獨傳講基督的十字架還不夠。我們若是單獨的，就會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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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講十字架所需要的能力。基督的十字架必須借著召會傳揚。

換句話說，乃是身體扛抬著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在包羅萬有賜

生命的靈裡扛抬著救贖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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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週六 

我們思考祭壇的預表時，就看見祭壇與網、環子和杠表徵

全部新約。新約啟示救贖的基督、那靈與召會。按照新約，救

贖者基督帶進包羅萬有的靈，而身體—召會—在這靈裡背負著

基督與祂的十字架。祭壇在團體身體的肩頭上，借著環內的杠

行動。今天我們就列在那些扛抬祭壇的人當中。我們已經把肩

膀擺在杠下，在包羅萬有的靈裡扛抬著救贖的基督。 

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對救贖的基督有完全的認識，並

對那靈有真實的經歷。我們需要認識基督和祂的救贖，也需要

經歷救贖的基督所帶進的那靈。這樣，我們就成為活的召會，

把這見證扛抬到地的四方。 

我願鼓勵你們在祭壇同著網、環子和杠這幅圖畫的光中，

再去讀新約。在福音書裡，我們看見基督是〔救贖的〕網和在

形成過程中的環子。在使徒行傳裡，四個環子出現了。然後從

羅馬書到啟示錄，所有的書信更多的啟示環子，而結束於七倍

的靈。這就是新約的啟示。由此我們看見，祭壇的內容需要全

本新約加以說明。四福音描繪網，各卷書信陳明四個環子和兩

根杠的完整圖畫。讚美主，這幅清楚的圖畫給我們看見，基督

的救贖在神和人面前如何是活的、有能力的，且滿了力量和功

效！（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四○四、一四三三至一四三四、

一四二四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一百零八至一百零九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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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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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周 • 申言 

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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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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