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召会的堕落—
巴比伦的原则以及得胜的路
诗歌：补507

读经：启十七1～6，十八4，7，利一3～4，9，六10～13
启17:1
启17:2
启17:3
启17:4
启17:5
启17:6
启18:4
启18:7
申1:3
申1:4
申1:9
申6:10
申6:11
申6:12
申6:13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同我说话，说，你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女所要
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向来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的名
号，有七头十角。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
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希奇。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所受的
灾害。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你们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因她心里说，我坐着作皇后，并
不是寡妇，绝不会见到悲哀。
出埃及后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一切关于以色列人的话，都告诉
他们；
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希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亚斯他录、以得来的巴珊王噩。
那时我对你们说，照管你们的担子，我独自担当不起。
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祂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赐给你的地；那里有又大又
美的城邑，非你所建造的；
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和橄榄
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
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事奉祂，指着祂的名起誓。

壹 巴比伦（希伯来文，Babel，巴别）的原则是人打算用人的能力（由砖头所表
征），凭人的努力从地上造到天上—创十一1～9：
创11:1
创11:2
创11:3
创11:4
创11:5
创11:6
创11:7
创11:8
创11:9

那时，全地的人只有一种语言，都说同样的话语。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发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作砖，把砖烧透。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
泥。
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得我
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是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语言；这不过是他们开头要作的
事，以后他们所图谋要作的，就没有能阻挡的了。
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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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石头是神造的，砖头是人造的，是人的发明，人的产物。

二

照着巴比伦原则而活的人，没有看见他们是有限的，却以为他们有天然的本事，能凭
着人的努力，就可以作主的工—参林前十五10，58。
林前15:10
林前15:58

三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神的建造不是用人造的砖，靠人的劳力，乃是用神所创造并变化的石头，且靠着神的
工作—三12。
林前3: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

贰 巴比伦的原则就是装假—启十七4，6，太二三25～32，路十二1：
启17:4
启17:6
太23:25
太23:26
太23:27
太23:28
太23:29
太23:30
太23:31
太23:32
路12:1

一

亚干所犯之罪的意义，是他贪爱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想要把自己妆饰一下，让自
己体面一点，光彩一点—书七21。
书7:21

二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
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希奇。
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洁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
了勒索和放荡。
瞎眼的法利赛人，你先洁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
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好象粉饰的坟墓，外面显得美
观，里面却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外面向人显出公义，里面却满了伪善和不法。
假冒为善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申言者的坟，修饰义人的
墓，
并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日子，必不和他们一同流申言者的血。
这就是你们证明自己是杀害申言者之人的子孙了。
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
这时，有数万群众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自己要提防法
利赛人的酵，就是假冒为善。

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二百舍客勒银子、一条金子重五
十舍客勒，我贪图这些物件，便拿去了。这些物件现今藏在我帐棚内的地里，银
子在衣服底下。

这就是欺骗了圣灵的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所犯的罪—徒五1～11：
徒5:1
徒5:2
徒5:3
徒5:4
徒5:5
徒5:6
徒5:7

但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产业，
把价银私自留下一部分，他的妻子也知道。他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骗圣灵，把田产的价银私
自留下一部分？
田产还留着，所留下的不是你自己的么？既卖了，价银不也是由你作主么？你为
什么心里起这意念？你不是欺骗人，乃是欺骗神了。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有些青年人起来，把他包裹好，抬出去埋葬了。
约隔了三小时，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所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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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5:8

彼得对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产的价银，就是这些么？她说，是的，就是这
些。
彼得对她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看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了门
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妇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见她已经死了，就抬出
去，埋在她丈夫旁边。
全召会以及所有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徒5:9
徒5:10
徒5:11

1 他们没有那么爱主，却要显出是那么爱主的；他们装假。
2 他们没有甘心乐意把一切都奉献给神，但他们在人的面前却假冒是完全奉献的。
三

什么时候，我们穿上一件与自己实际光景不相称的衣服，我们就是在巴比伦的原则
里—太六1～6，十五7～8。
太6:1
太6:2
太6:3
太6:4
太6:5
太6:6
太15:17
太15:18

四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注视；不然，在你们诸天之
上的父面前，你们就没有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象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巷道上所
行的，为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充分地得了他们的赏赐。
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好叫你的施舍可在隐密中，你父在隐密中察看，必要报答你。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象那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并十字街口
祷告，为要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充分的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密中的父，你父在隐密中察
看，必要报答你。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进到肚腹，又排泄到茅厕么？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

因着要得人的荣耀所作假冒的事，是凭着妓女的原则作的，不是凭着新妇的原则作
的—约五41，44，七18，十二42～43，林后四5，帖前二4～6。
约5:41
约5:44
约7:18
约12:42
约12:43
林后4:5
帖前2:4
帖前2:5
帖前2:6

我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寻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那从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寻求差祂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真
的，在祂里面没有不义。
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入祂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
赶出会堂。
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作你们的
奴仆。
但神怎样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
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就如你们所知道的；也没有借掩饰而贪婪，这
是神可以作见证的。
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有权利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寻求从人
来的荣耀；

叁 巴比伦的原则就是不看自己为寡妇，反倒荣耀自己，生活奢华—启十八7：
启18:7

她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你们也当叫她照样痛苦悲哀；因她心里说，我坐着作皇
后，并不是寡妇，绝不会见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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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唯有堕落的人，不看自己为寡妇；就某种意义说，在基督里的信徒在今世是寡妇，因
他们的丈夫基督不在他们这里了；因为我们所爱的主不在世界这里，我们的心也不在
这里—太九14～15，路十八3。
太9:14

那时，约翰的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
徒倒不禁食？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时候，伴友岂能哀恸？但日子将到，新郎要从
他们中间被取去，那时他们就要禁食。
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

太9:15
路18:3

二

我们生活中任何过分的就是奢华，就是巴比伦的原则—提前六6～10。
提前6:6
提前6:7
提前6:8
提前6:9
提前6:10

然而敬虔又知足，便是大利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养生与遮身之物，就当以此为足。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试诱、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溺
在败坏和灭亡中。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受迷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
己刺透了。

肆 巴比伦的原则就是妓女的原则—启十七1～6：
启17:1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同我说话，说，你来，我要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妓
女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向来与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她淫乱的酒。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了亵渎
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
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希奇。

启17:2
启17:3
启17:4
启17:5
启17:6

一

巴比伦的目的就是要传扬人的名，否认神的名—创十一4：
创11:4

他们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免
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1 以主的名之外的名称呼召会，就是属灵的淫乱—参启三8。
启3:8

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
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

2 召会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基督，除了她丈夫的名以外，不该有别的名—林后十一2，
林前一10。
林后11:2
林前1:10

二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们，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
女献给基督。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
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巴比伦的意思就是混乱—创十一6～7：
创11:6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是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语言；这不过是他们开头要作
的事，以后他们所图谋要作的，就没有能阻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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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11:7

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1 在召会中我们不该有不同的说话；我们该只有一个心思，一个口，在一个职事之
下，同有一个独一的教训，为着一个身体—罗十五5～6，林前一10，腓二2，提前一
3～4。
罗15:5
罗15:6
林前1:10
腓2:2
提前1:3
提前1:4

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
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你们就要使我的喜乐满足，就是要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魂里联结，思
念同一件事，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
的经纶不同的事，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
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2 当我们在心思里，我们就在巴比伦的原则里；当我们在灵里，我们就在今天的耶路
撒冷里，其中有神圣的一—约四23～24，弗四3。
约4:23
约4:24
弗4:3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祂，因为父寻
找这样敬拜祂的人。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以和平的联索，竭力保守那灵的一：

3 我们不敢有任何的分裂，因为我们的丈夫基督是一位，并且我们这些作祂妻子的也
是一个—太十九3～9。
太19:3
太19:4
太19:5
太19:6
太19:7
太19:8
太19:9

三

有法利赛人到耶稣跟前来，试诱祂，说，人因任何缘故，都可以休妻么？
祂就回答说，难道你们没有念过，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么？
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乃是一个肉身了。所以神所配偶的，人不可分开。
法利赛人对祂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并休她呢？
祂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才准你们休妻，但从起初并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因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有人娶那被
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对于在巴别背叛的人，结果乃是分散—创十一8：
创11:8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1 在古时，以色列众人每年三次要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与在巴别的分散相对—申十二
5，十六16：
申12:5
申16:16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择出来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
所，那是你们当寻求的，你们要往那里去，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
择的地方朝见祂。他们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

a 借着耶路撒冷这独一敬拜神的地方，祂子民的一世世代代得蒙保守—诗一三三。
诗133
诗133:1

大卫的上行之歌。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二○一七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纲要附经文 24

诗133:2
诗133:3

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
永远的生命。

b 耶路撒冷不仅表征我们的灵，也表征真正一的立场，就是地方的立场—徒八1，十
三1，启一11。
徒8:1
徒13:1
启1:11

就在那日，在耶路撒冷的召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
太和撒玛利亚各地。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
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别
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c 为了要从巴比伦出来，我们必须“在灵中，站立场”。
2 设立另一个敬拜中心的耶罗波安的罪，乃是分裂的罪，由他个人的野心所造成，要
得着国度，王国，以满足他自私的愿望—王上十二26～33。
王上12:26
王上12:27
王上12:28
王上12:29
王上12:30
王上12:31
王上12:32
王上12:33

四

耶罗波安心里说，现在这国要归大卫家了。
这民若上去，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
罗波安；他们必把我杀了，回到犹大王罗波安那里去。
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哪，你们上
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
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放在但。
这事就成了罪，因为百姓远到但去拜那牛犊。
耶罗波安造了邱坛的殿，又从那不属利未人的百姓中，立人为祭司。
耶罗波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象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
特利也这样向他所铸造的牛犊献祭，又将他所立邱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
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心所虚构之节期的月日，上他在伯特利所造的坛献
祭；他为以色列人定了节期，并且上坛烧香。

巴比伦是神的物与偶像之物的混杂：
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焚毁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把殿中敬拜神所用的器皿全都带
走，放到他在巴比伦偶像的庙里—代下三六6～7，拉一11。
代下36:6
代下36:7
拉1:11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将他带到巴比伦去。
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一些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巴比伦他神的庙里。
金银器皿共有五千四百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被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设巴萨
将这一切都带上来。

2 在新约里，这个混杂扩大为大巴比伦—启十七3～5，参二一18，二二1。
启17:3
启17:4
启17:5
启21:18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满
了亵渎的名号，有七头十角。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妆饰，手中拿着金
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她淫乱的污秽。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
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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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
宝座流出来。

伍 主在启示录里的呼召，乃是要祂的子民从巴比伦，就是从背道的召会出来，回
到召会的正统—十八4～5：
启18:4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受她
所受的灾害。
因她的罪恶滔天，神已经想起她的不义来了。

启18:5

一

神的话是说，一切有巴比伦性质的东西，神的儿女都不能有分在内—林后六17～18。
林后6:17
林后6:18

二

神最恨巴比伦的原则—启十七5～6，十八4～5，十九2。
启17:5
启17:6
启18:4
启18:5
启19:2

三

所以，“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沾不洁之物，我就收
纳你们。”
“我要作你们的父，你们要作我的儿子和女儿。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在她额上有名写着：奥秘哉！大巴比伦，地上妓女和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地希
奇。
我又听见从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民，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分于她的罪，
受她所受的灾害。
因她的罪恶滔天，神已经想起她的不义来了。
祂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祂审判了那用淫乱败坏全地的大妓女，并且向她为
祂的奴仆伸了流血的冤。

一切不绝对的，一半一半的，就是巴比伦：
1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光，让我们在光中审判我们里面一切向祂不绝对的东西—三16～
19。
启3:16
启3:17
启3:18
启3:19

你既如温水，也不热也不冷，我就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因为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
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
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2 当我们这样审判自己的时候，就是承认我们也恨恶巴比伦的原则—参二6。
启2:6

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3 求主赐恩给我们，不让我们在基督之外求荣耀和尊贵—约七18，十二26，腓一19～
21上，参出二八2。
约7:18
约12:26
腓1:19

那从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寻求差祂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
真的，在祂里面没有不义。
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事
我，我父必尊重他。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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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1:20
腓1:21上
出28:2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作圣衣，为荣耀为华美。

4 主所要我们爱慕寻求的，是作绝对的人，不作活在巴比伦原则之下的人。
四

神审判了那妓女，把她所作的工作、所有的东西、所代表的原则，一起都摔碎丢弃
了，天上就有声音说，“阿利路亚！”—启十九1～4。
启19:1
启19:2
启19:3
启19:4

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仿佛有大批的群众，大声说，阿利路亚！救恩、荣耀、
能力，都属于我们的神。
祂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祂审判了那用淫乱败坏全地的大妓女，并且向她为
祂的奴仆伸了流血的冤。
第二次又说，阿利路亚！烧妓女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宝座的神，说，阿们，阿利路亚！

陆 我们要胜过巴比伦的原则，就需要天天以基督为我们的燔祭；燔祭预表基督过
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并在于祂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
活的生命—利一3，9，约五19，30，六38，七18，八29，十四24，林后五14～
15，加二19～20，腓一19～21上：
利1:3
利1:9
约5:19
约5:30
约6:38
约7:18
约8:29
约14:24
林后5:14
林后5:15
加2:19
加2:20

腓1:19
腓1:20
腓1:21上

一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他要在会幕门口把公牛献上，
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但燔祭牲的内脏与腿，那人要用水洗。祭司要把这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
耶和华为怡爽香气的火祭。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从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
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
我从自己不能作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
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那从自己说的，是寻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寻求差祂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真的，
在祂里面没有不义。
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祂没有撇下我独自一人，因为我始终作祂所喜悦的事。
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话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
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
舍了自己。
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
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

借着按手在作我们燔祭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祂联结，祂与我们就成为一；在这样的
联结里，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祂担负，祂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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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需要我们借着合式的祷告操练我们的灵，使我们能在经历上与祂成为一—利一4。
利1:4

二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牲便蒙悦纳，为他遮罪。

当我们借着祷告按手在基督身上，那赐生命的灵，就是我们按手在祂身上的这位基
督，（林前十五45下，林后三6，17，四5，）就立刻在我们里面行动并工作，而在我
们里面过一种生活，是重复基督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也就是燔祭的生活。（参出三八
1。）
林前15:45下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林后3:6
祂使我们够资格作新约的执事，这些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那字
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林后3: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林后4:5
因为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作你们的
奴仆。
出38:1
他用皂荚木作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

三

燔祭要留在坛上的焚烧处，直到早晨，表征燔祭该留在焚烧的地方，经过这世代的黑
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利六9，彼后一19。
利6:9
彼后1:19

四

灰是燔祭的结果，是神悦纳供物的记号；（利六10；）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表征
在处理灰的时候，必须细致、纯净和洁净；他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
（11，）表征以庄严的方式处理燔祭的灰。
利6:10
利6:11

五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燔祭所烧成的灰收
起来，放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

灰指明基督之死的结果是把我们带到尽头，就是使我们成为灰烬；（加二20上；）把
灰倒在坛的东面，（利一16，）就是日出的方向，含示复活；就燔祭而言，灰不是结
束，因为基督的死带进复活。（罗六3～5。）
加2:20上
利1:16
罗6:3
罗6:4
罗6:5

六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儿子们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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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有申言者更确定的话，你们留意这话，如同留意照在暗处的灯，直等到天
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你们就作得好了；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又要把鸟的嗉囊和羽毛除掉，丢在坛的东面倒灰的地方。
岂不知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浸入祂的死么？
所以我们借着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象基
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也必要在祂复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

神重视这些灰，因为这些灰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被消减成灰，就把我们带进
三一神的变化里；（十二2，林后三18；）在复活里，我们这些灰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
料—金、珍珠和宝石—为着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罗12:2
林后3:18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
悦、并纯全的旨意。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象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
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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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在
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利六
12～13：
利6:12
利6:13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列
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
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

1 祭司每早晨在坛上烧柴，表征神的愿望需要事奉的人合作，把更多燃料加到圣火
里，好加强焚烧，使神接纳燔祭作食物；早晨表征焚烧的新开始—12～13节，参路
十二49～50，罗十二11，提后一6～7。
利6:12
利6:13
路12:49
路12:50
罗12:11
提后1:6
提后1:7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
列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
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𤏲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
我有当受的浸，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困迫！
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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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烧燔祭替平安祭的甘美立定根基；这指明我们应当将自己献给神作常献的燔祭，
（参罗十二1，）好为我们与神甘美的交通，就是烧平安祭牲的脂油所表征者，立定
根基；烧燔祭和烧平安祭，表征我们向着神的绝对，以及我们对三一神的享受，都
该如火焚烧—利六12～13。
罗12:1
利6:12
利6:13

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的怜恤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悦的活
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
坛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把燔祭摆
列在上面，并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
火要在坛上一直不断地烧着，不可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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