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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事奉主，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 

发芽的杖与生命的律 

读经：结四四10～11、15～18，徒十三1～2，来九3～4 

结44:10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偶像，他们必担

当自己的罪孽。 
结44:11 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

必站在百姓面前伺候他们。 
结44:15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

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结44:16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结44:17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 
结44:18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间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束上使身体出汗的衣服。 
徒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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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来9:3 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 
来9:4 有金香坛，和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 

壹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

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仆役，照管殿门，在

殿中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百姓面前伺候他们。…以

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

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的”—结四四10
～11、15～16： 
结44:10 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了我，他们走迷离开我，随从自己的偶像，他

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结44:11 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所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百姓宰杀燔祭牲和平安

祭牲，必站在百姓面前伺候他们。 
结44:15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

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结44:16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一 在神的眼光之中，不只有事奉殿的事奉，还有一种更好的事奉，就是事奉主。 

二 神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属乎“我”，就是要人在“我”面前事奉

“我”；神唯一的目的，并不是许多东西，乃是“我”—15～16节。 
结44:15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

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结44:16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我所吩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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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事奉了主，并不是对于殿不管了；事奉主的人也传福音，拯救罪人，帮助弟兄姊妹进

步，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着主，他们所看见的就是主自己；他们完全是

因着主的缘故而宝贝人的。 

四 如果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只看见主，就顶自然也会服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事奉主这个问

题，就在乎主在我们心里是不是最大的。 

五 我们事奉主所作的一切，都该是为着主的缘故，为着祂的满足、心愿、快乐、目的、

喜悦和荣耀。 

六 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引诱和吸引我们肉体的地方，因为这些完全是为着一己的喜好和

荣耀—参林后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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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没有一个人能事奉主而不就近主，不用祷告来亲近主的；属灵的能力不是讲道的能

力，乃是祷告的能力；能够祷告多少，就是表明我们里头的力量实在有多少。 

八 如果我们要在至圣所里事奉主，我们就必须在祂面前多花工夫、多祷告；我们需要亲

近祂，站在祂面前等候祂的旨意。 

九 祷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结四四15），就是在神面前寻求祂的旨意，以蒙拯救脱离任

意妄为的罪（诗十九13）。 
结44:15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

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诗19:13 还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可以完全，免犯大

过。 

十 事奉主的人要将脂油与血献给祂—结四四15： 
结44:15 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

必亲近我，事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

的。 

1 供物的脂油预表基督身位的宝贵，血表征基督救赎的工作。 

2 在我们对神的事奉中，我们必须将这两样献给祂；血是为着神的圣别和公义，脂油

是为着神的荣耀。 

十一 事奉主的人要穿细麻材质的衣服，不可穿羊毛衣服或使身体出汗的衣服—17～18节： 
结44:17 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 
结44:18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间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束上使身体出汗的衣

服。 

1 细麻衣表征在赐生命的灵里，凭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日常生活和行事；这样一种生活

和行事是纯净、洁净并细致的。 

2 羊毛衣服会使祭司发热出汗（18），这是堕落之人在神咒诅下，没有神的祝福，凭

自己能力和力量劳苦的记号（创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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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44:18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间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束上使身体出汗的衣

服。 
创3:19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取出的；你本是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3 出汗的工作就是一切凭人为努力，没有父神祝福所作的工；凡事奉主的人所作的，

必须是不出汗的工作，不用人为努力和肉体劳力的工作—赛三十15上。 

赛30:15上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信

靠；… 

4 如果我们有够多时间在神的同在中，在神面前对付好了，在人面前就不必出汗；我

们能以最少的力量作最多的事—参太十一28～30。 

太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 
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太11:30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十二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

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徒十三1～2： 
徒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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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3:2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

作的工。 

1 这就是新约的工作，也是新约工作唯一的原则—圣灵的工作只能在事奉主的时候启

示出来。 

2 唯独在事奉主的时候，圣灵才打发人出去，所以如果不把事奉主放在先，就什么都

倒乱了；只有圣灵有权柄能分派人去作工。 

3 事奉主不是外面的一切工作都不作了；反而外面的一切工作，都该以事奉主作根

据。 

4 我们是因为事奉主而出去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而没有事奉主作根据。 

贰 “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有…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

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版”—来九3～4： 
来9:3 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 
来9:4 有金香坛，和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

版； 

一 隐藏的吗哪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祂面前所享受的那分基督；

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我们就能最亲密、最隐藏地享受基督；这就是享受隐

藏的吗哪，就是基督隐藏的那一分—出十六31～36： 
出16:31 这食物，以色列家起名叫吗哪，就象芫荽子，是白色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 
出16:32 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珥吗哪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

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出16:33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珥吗哪，存放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

世世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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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6:34 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把吗哪存放在见证的版前保留着。 
出16:35 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地的境界。 
出16:36 一俄梅珥就是一伊法的十分之一。 

1 要胜过别迦摩召会的情形，就要把自己从今天基督教一般的实行中分别出来，只留

在神面前，直接地事奉祂，而不是事奉任何别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能享受到一些出

于基督的东西，是所有远离神面的人无法尝到的—启二17。 

启2:1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吗哪

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 

2 我们若要享受隐藏的吗哪，我们与神之间就必须没有距离；我们与主之间一切的间

隔，都必须除去—结一22、26。 

结1:22 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样式，看着象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 
结1:26 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象蓝宝石的样子；在宝座的样式以

上，有一位的样式好象人的样子。 

3 当我们事奉主并享受祂作隐藏的吗哪，就与主有直接的交通，并认识祂的心意和目

的；我们在主的同在中，祂才能把祂和祂的心意，以及祂所要我们作的一切托给我

们。 

4 当我们事奉主，就有神的托付，因为我们在祂面前，晓得自己与神之间没有距离。 

二 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

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杏—民十七8： 
民17:8 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哪，利未家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花

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1 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列十二支

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幕内见证柜前；然后神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

发芽”—十七5。 

民17:5 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对我的怨

言止息。 

2 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哪一根就是神所

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事奉的根据，乃是在我们天然的生

命之外的；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

的职事上有权柄。 

3 一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只把亚伦的杖留

在约柜里，作永远的记念；这意思是说，复活乃是事奉神的永远原则—9～10节： 

民17:9 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

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 
民17:10 耶和华对摩西说，把亚伦的杖放回见证的版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

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 

a 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

能。 



二○一七年夏季训练  纲要附经文 90 
 

b 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我们作的；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

己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 

c 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时，以撒就不能生

出来—创十八10～15，二一1～3、6～7。 

创18:10 其中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

子。撒拉在那位后边的帐棚口也听见了这话。 
创18:11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 
创18:12 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乐趣呢？ 
创18:13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说，我既年迈，果真能生孩子么？ 
创18:14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么？到了约定的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

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创18:15 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创21:1 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祂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 
创21:2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就给

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创21:3 亚伯拉罕为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创21:6 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 
创21:7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儿女呢？然而在他年老的时

候，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d 凡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才是复活的；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

知自己一无是处—太十九26，可十27，路十八27。 

太19:26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可10:27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 
路18:27 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e 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

切乃是神作的—参林后一8～9，四7。 

林后1:8 弟兄们，关于我们在亚西亚所遭遇的患难，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就是

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林后1:9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

神； 
林后4:7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

们； 

三 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神圣生命之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

自有的能力和神圣的性能—耶三一33，来八10，参罗八10、6、11，十12～13： 
耶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来8:10 主又说，因为这是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赐

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

子民。 
罗8:10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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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罗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

富的。 
罗10:13 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1 这生命的律，神圣的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作一切事来完成神的经纶： 

a 照着这性能，我们能认识神、活神，并且在生命和性情上由神构成，使我们成为

祂的扩增，祂的扩大，作祂的丰满，使祂得着永远的彰显—弗一22～23，三19～
21。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弗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弗3:20 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

求所想的； 
弗3: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

阿们。 

b 不仅如此，内里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上具有各种功用的众肢

体—四11、16。 

弗4:11 祂所赐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传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

教师，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

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

自己建造起来。 

2 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将我们模成

神长子基督的形像—罗八2、29： 

罗8: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 

a 生命的律不是规律我们不作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 

b 生命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作什么；反之，当生命

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模成基督

的形像。 

c 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儿子，神也就要得着祂宇宙的彰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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