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0 

第九篇  

事奉主，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  

發芽的杖與生命的律  

事奉主的意義 

本篇信息我們要說到“事奉主，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發芽

的杖與生命的律”，這些都是為著神的建造，也就是為著三一神

團體的彰顯。當我們說到事奉主，意思是我們在服事主時所作的

一切，都是為著主的緣故，為著主的滿足、主的渴望、主的心意、

主的喜樂、主的目標、主的喜悅，並且是為著祂的榮耀；這就是

我們向著主的事奉。 

本於祂、借著祂、歸於祂 

本篇信息與今年國殤節特會第三篇信息“我們一切的事奉

必須是由神發起”有關。那篇信息可說是本篇所要說“事奉主”

這主題的基礎。那篇信息說到，我們很可能在事奉，但我們的事

奉卻不是為著主的緣故，不是為著祂的喜樂、滿足、目標和榮耀，

因而使我們在事奉主的事上得罪主，有了干犯聖所的罪孽。我們

要知道主是一切事物的發起者，主的工作必須是照著祂純全的旨

意所發起的；並且工作的進行該照著神的能力，工作的結果該是

神的榮耀。神工作的結果總該是三一神在祂輝煌榮耀中團體的彰

顯。羅馬十一章三十六節說，“萬有都是本於祂、借著祂、並歸

於祂；願榮耀歸與祂，直到永遠。阿們。”但願我們一切的事奉

都是從祂而出，照著祂純全的旨意；經過祂，照著祂的能力；至

終歸於祂，為著祂的榮耀，就是祂輝煌的彰顯。一切都要出於祂，

經過祂並歸於祂，願榮耀歸與祂。 

我們不要在主以外發起什麼，因為我們即使是全然為著主，

若是在主以外發起什麼，那都是宗教活動，沒有基督的同在。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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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滿了基督的同在。在這場聚會中，我們是

否有這種感覺呢？盼望我們都能感覺現場滿了基督的同在。 

大衛的事例 

舊約的大衛敬畏神，與神合作，讓神作事。在撒下七章我們

看見，大衛有心為神建殿，但神拒絕了他的好意。神借著申言者

拿單對大衛說，“你要建造殿宇給我居住麼？”（5）由此我們

看見，我們要事奉神的那個心是蒙神悅納的，但我們所作的定規

卻不蒙神悅納。神不要人為祂決定什麼。我們應該愛神，並愛神

的旨意，尋求祂的旨意，等候祂的啟示；正如舊約裡那些愛他們

主人的奴僕，耳朵要在門框那裡用錐子穿過，表明他們該聽主人

的話，專專等候主人的命令（出二一 5~6）。 

因著大衛敬畏神，他沒有反抗，反而停下建造聖殿的行動。

這個停下乃是件大事。他原可以對拿單說，“我是王，不管你說

什麼，我都想要建殿。”然而，大衛知道那是主對他說話，所以

他停下來。和受恩（M. E. Barber）教士說過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凡不能為神的緣故不作工的，都不能為神的緣故作工。”（參

認識生命與召會，二四三頁）因此，凡不能停下來不為神作工的，

都不能為神作工。我們需要成為一班為神的緣故能停止作工的

人；要先聽神的話，然後讓神使我們有祂的負擔，摸著祂的感覺、

祂的心意、祂的渴望、祂的喜悅、祂的目標，以達到祂的榮耀，

並滿足祂心頭的渴望。我們為著神的緣故能停下自己，才能為著

神的緣故作祂的工。 

大衛那次的停下，在宇宙中樹立了雙層的見證。第一，宇宙

中所有的工作，只能出於神，不能出於人。第二，不是在乎人為

神作什麼，乃是在乎神為人作什麼。大衛要為神建殿，但神說，

“我……必為你建立家室。……我必興起你腹中所出的後裔接續

你，我也必堅定他的國。”（撒下七 11~12）即使神這樣對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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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大衛還是失敗了兩次，但從他兩次的失敗中，至終他得著

一個兒子作殿的建造者，並得著建殿的基地。他雖然跌倒兩次，

但也得著神的赦罪。所以，我們必須在神裡面，深深地學習與祂

配合。不要想為祂作什麼，乃必須停下我們的主張、定規和看法，

而讓祂說話，讓祂進來，讓祂發號施令。 

保羅的事例 

新約的保羅厲害的被主征服而轉變時，他問了主兩個問題。

保羅的第一個問題是：“主啊，你是誰？”（徒二二 8）這與保

羅的生活有關，他的生活就是要尋求認識基督。在腓立比三章十

節，他說，“使我認識基督。”我們都要認識基督。保羅的第二

個問題是：“主啊，我當作什麼？”（徒二二 10）這是關乎保羅

的事奉，這事奉完全是從神發起的。論到這事，李常受弟兄曾說，

“問這話的人有福了。”（認識生命與召會，二四七頁）聖徒們，

我們要常常問主：“主，我當作什麼？”而不是說，“我要作這，

我要作那。”不要對主說，“我就是想要作這件事。”絕對不要

這樣說，乃要說，“主啊，我當作什麼？”凡問這問題的都有福

了。 

“以色列人走迷離開我的時候，祭司利未人， 
撒督的子孫，仍看守我的聖所； 

他們必親近我，事奉我，並且侍立在我面前， 
將脂油與血獻給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當以色列人走迷的時候，有利未人遠離了我，他們走迷離

開我，隨從自己的偶像，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然而他們必在

我的聖所當僕役，照管殿門，在殿中供職；必為百姓宰殺燔祭牲

和平安祭牲，必站在百姓面前伺候他們。……以色列人走迷離開

我的時候，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仍看守我的聖所；他們必

親近我，事奉我，並且侍立在我面前，將脂油與血獻給我；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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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和華說的。他們必進入我的聖所，就近我的桌前事奉我，守

我所吩咐的。”（結四四 10~11、15~16）這段經文說到當以色

列人走迷時，利未人遠離了主。我們都不要遠離主，乃要來到主

面前。希伯來書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字眼，就是“來到”或“前

來”。四章十六節說，“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

前。”十章二十二節說，“前來進入至聖所。”我們要進入至聖

所，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就是來到主面前。 

以西結四十四章說到利未人遠離了主，他們走迷離開主，隨

從自己的偶像（10）。偶像這辭在十四章三節也提到，那裡神對

以西結說，“人子啊，這些人已將他們的偶像接到心裡，把陷他

們於罪孽的絆腳石放在自己面前；我豈能絲毫被他們求問麼？”

偶像不只是外面的圖像或神像；以色列人將他們的偶像接到心

裡，意思是他們心裡的事成了他們的偶像。我們若愛任何事物過

於愛主，或讓任何事物在我們的生活中頂替了主，那就是偶像。

在約翰一書末了，約翰對聖徒們說，“你們要保守自己，遠避偶

像。”（五 21）我們不要愛別的東西過於愛主，也不要讓任何東

西在我們裡面頂替主。以色列人因著偶像就與主生疏（結十四

5）；凡在裡面有偶像，卻在外面尋求神的，都不會找到神（3）。 

在耶利米二章十三節，主說，“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

就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池子。”舊約的以色列人犯了許多罪，但從耶利米書我們可以看

見，在神眼中，神子民所犯的罪總結於這兩項：第一，他們離棄

神這活水的泉源；第二，為自己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在

祂經綸裡的心意，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頭，將祂自己分賜到祂

的選民裡面，作他們的滿足和享受。這享受的目標，是要產生召

會，神的配偶，作神的擴增，神的擴大，好成為神的豐滿，使祂

得著彰顯（約三 29~30，弗三 16~19、21）。這是神在祂經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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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願，喜悅（一 5、9，三 9~11）。這思想作為種子撒在耶利

米二章十三節，其完滿發展是在新約裡（約四 10、14，七 37~39，

林前十 4，十二 13，啟二二 1、17）。以色列本該飲於神這活水

的泉源，好成為神的擴增，作祂的彰顯，但他們反倒作了兩件惡

事：離棄神作他們的泉源，源頭，並且轉向神以外的源頭。這兩

件惡事支配了整卷耶利米書。鑿出池子描繪以色列用人的勞碌辛

苦，製作一些東西（偶像）頂替神。那些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指明除了神自己分賜到我們裡面作活水以外，沒有什麼能解我們

的乾渴，也沒有什麼能使我們成為祂的擴增，使祂得著彰顯（約

四 13~14）。這責備的話提醒我們不要離棄神這活水的泉源，為

自己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因那些都是偶像。 

以西結四十四章十節說，利未人遠離了主，走迷離開主，他

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十一節說，“然而他們必在我的聖所當僕

役，照管殿門，在殿中供職；必為百姓宰殺燔祭牲和平安祭牲，

必站在百姓面前伺候他們。”這節開頭的“然而”，說出神還有

憐恤。利未人仍然保有一部分的事奉，就是事奉殿，服事人。然

而，他們失去那更好的事奉，就是事奉主。當以色列人走迷離開

主時，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孫仍看守聖所。十五至十六節說，

“他們必親近我，事奉我，並且侍立在我面前，將脂油與血獻給

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他們必進入我的聖所，就近我的桌前事

奉我，守我所吩咐的。”我們都要渴慕作這樣的人。和受恩教士

讀到這段經文時，就向主禱告，求主使她成為這樣的人，成為撒

督的子孫事奉主。盼望我們都是撒督的子孫，在聖所中事奉主。 

更好的事奉，就是事奉主 

在神的眼光之中，不只有事奉殿的事奉，還有一種更好的事

奉，就是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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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今天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屬乎“我”， 
就是要人在“我”面前事奉“我” 

神今天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人完全屬乎“我”，就是要人

在“我”面前事奉“我”；神唯一的目的，並不是許多東西，乃

是“我”（15~16）。 

事奉了主，並不是對於殿不管了；事奉主的人 
也傳福音，拯救罪人，幫助弟兄姊妹進步， 
但是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著主 

事奉了主，並不是對於殿不管了；事奉主的人也傳福音，拯

救罪人，幫助弟兄姊妹進步，但是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

著主，他們所看見的就是主自己；他們完全是因著主的緣故而寶

貝人的。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五節保羅說，“我既然這樣深信，就

知道仍要留下，繼續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得到信仰上的進步

和喜樂。”保羅是供應的管道，他留在地上，就使聖徒在信仰上

長大、進步且喜樂。他所作的完全是為著主的緣故。在三章十四

節他說，“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向上

去得的獎賞。”保羅的目標是要完全得著基督並享受基督，他完

全以基督為中心。我們的目標也該像保羅一樣：得著基督，享受

基督並贏得基督，對主有完全的享受，為著神的建造。在二章二

節保羅吩咐腓立比人：“要思念相同的事。”相同的事，就是對

主有主觀的經歷和享受；這是我們所該思念的。 

如果我們到主的面前來隻看見主，就頂自然 
也會服事弟兄姊妹；是不是事奉主這個問題， 

就在乎主在我們心裡是不是最大的 

如果我們到主的面前來隻看見主，就頂自然也會服事弟兄姊

妹；是不是事奉主這個問題，就在乎主在我們心裡是不是最大

的。我們必須禱告：“主，我要讓你在我心裡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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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事奉主所作的一切，都該是為著主的緣故， 
為著祂的滿足、心願、快樂、目的、喜悅和榮耀 

我們事奉主所作的一切，都該是為著主的緣故，為著祂的滿

足、心願、快樂、目的、喜悅和榮耀。我們事奉主，需要就近祂，

向祂禱告，讓祂得尊榮，完全受祂管治，為著祂的目標和目的。

事奉主的意思是，我們在主的引導和管治之下，為著祂的滿足、

祂的心願、祂的快樂、祂的目的、祂的喜悅和榮耀。不要自己定

意作什麼，乃要討主的喜悅，完全受主管治，被祂管理，只在意

祂的目標和目的，完成祂心所要的。 

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引誘和吸引我們肉體的地方， 
因為這些完全是為著一己的喜好和榮耀 

在主的工作中也有可引誘和吸引我們肉體的地方，因為這些

完全是為著一己的喜好和榮耀（參林後四 5）。在馬太十四章，

主用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如果換作是我們，可能會想留在那

裡，享受那個神跡的成果。我們喜歡留在自己的成就和成功裡，

但主食飽五千人之後，“隨即催門徒上船，在祂以先到對岸去，

等祂解散群眾。既解散了群眾，祂就獨自上山去禱告。”（22~23）

祂上山，是要有更多時間隱密的向父禱告，使祂能與父是一。凡

祂所作的，都是為著產生並建立諸天的國，所以祂需要更多隱密

的向父禱告。我們何等需要有更多這樣的禱告，才能夠服事主。 

論到這事，《神人的生活》一書有以下的話：“主沒有與群

眾在一起留在所行神跡的結果裡，乃是離開他們，在山上獨自在

禱告中與父在一起。我們若到一個地方去，有了極大的成功，我

們會立即離開，還是會留下來享受這個大的成功？我們必須看見

並跟從主耶穌的榜樣。祂沒有留在所行大神跡的結果裡。祂獨自

上山去禱告。‘獨自’這辭很有意義。這意思是說，祂不讓人知

道祂去禱告；否則，他們會跟著祂。祂離開他們，獨自在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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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在一起。我喜歡這三句話：‘在山上’、‘在禱告中’、‘與

父在一起’。我們應當從主在這裡的榜樣學，操練在山上在禱告

中與祂在一起。祂望著天，意思是祂不信靠自己。祂上山去，意

思是祂要在禱告中與父在一起。 

“與別人一起禱告是很好的，但通常我們需要獨自禱告。我

們與別人一起禱告時，無法像我們獨自向主禱告時享受主那樣

深。甚至主耶穌也告訴我們，我們禱告時，要私下關上門，隱密

的向那在隱密中察看我們的父禱告（太六 6）。這樣，我們就會

感覺到祂與我們是何等親，我們與祂是何等近。我們必須學習離

開群眾、家庭、朋友和召會裡的聖徒，去到更高一層的‘高山’。

我們必須上得更高，遠離較低一層屬地的事物，獨自與父在一

起，隱密的與祂有親密的交通。這就是‘上山禱告’的意義。”

（一五一頁）我們都需要與父是一，在山上並向父禱告。 

沒有一個人能事奉主而不就近主， 
不用禱告來親近主的 

沒有一個人能事奉主而不就近主，不用禱告來親近主的；屬

靈的能力不是講道的能力，乃是禱告的能力；能夠禱告多少，就

是表明我們裡頭的力量實在有多少。 

如果我們要在至聖所裡事奉主， 
我們就必須在祂面前多花工夫、多禱告 

如果我們要在至聖所裡事奉主，我們就必須在祂面前多花工

夫、多禱告；我們需要親近祂，站在祂面前等候祂的旨意。 

禱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就是在神面前尋求祂的旨意 

禱告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結四四 15），就是在神面前尋求

祂的旨意，以蒙拯救脫離任意妄為的罪（詩十九 13）。悖逆、不

服的罪，是神發了命令，而我們不作；任意妄為的罪，是神沒有

命令而我們去作了。千萬不要犯任意妄為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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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主的人要將脂油與血獻給祂 

事奉主的人要將脂油與血獻給祂（結四四 15）。供物的脂

油預表基督身位的寶貴，血表徵基督救贖的工作。在我們對神的

事奉中，我們必須將這兩樣獻給祂；血是為著神的聖別和公義，

脂油是為著神的榮耀。 

以賽亞五十三章十二節說，“所以我要使祂與至大者同分，

祂要與至強者均分擄物；因為祂將命傾倒，以至於死，且被算在

罪犯之中；唯獨祂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主在十字架

上傾倒祂的生命，把祂的魂生命傾倒出來，將祂的己倒出來。倪

弟兄說，“感謝神，我們能作一個無己的人，因為基督流血的時

候已經把我們的己流出去了。”（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十一冊，

第二○五頁）主將生命傾倒，以至於死，使我們可以否認己，沒

有己。 

事奉主的人要穿細麻材質的衣服， 
不可穿羊毛衣服或使身體出汗的衣服 

事奉主的人要穿細麻材質的衣服，不可穿羊毛衣服或使身體

出汗的衣服（結四四 17~18）。細麻衣表徵在賜生命的靈裡，憑

基督的生命而有的日常生活和行事；這樣一種生活和行事是純

淨、潔淨並細緻的。羊毛衣服會使祭司發熱出汗（18），這是墮

落之人在神咒詛下，沒有神的祝福，憑自己能力和力量勞苦的記

號（創三 19）。神對墮落之人咒詛的一部分，是人必須汗流滿面

才得餬口。就內在一面說，我們服事時不該“流汗”；流汗表明

沒有神的祝福，只憑自己的能力和力量事奉。我們需要憑著神的

祝福事奉，以神作我們的能力和力量。每當我們事奉時都要禱

告：“主，我要你作我的祝福。我不要憑我的能力和力量事奉。” 

出汗的工作就是一切憑人為努力，沒有父神祝福所作的工；

凡事奉主的人所作的，必須是不出汗的工作，不用人為努力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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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勞力的工作（賽三十 15上）。主才是我們的能力和力量。主

耶和華說，“你們得救在於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於平靜信靠。”

（15上）歸回安息是回到我們裡面深處，享受安息日的安息，借

此經歷救恩。平靜信靠是信靠耶和華，借此祂就作了我們的能力。 

如果我們有夠多時間在神的同在中，在神面前對付好了，在

人面前就不必出汗；我們能以最少的力量作最多的事（參太十一

28~30）。主呼召我們來得安息，祂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

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

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裡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

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28~30）主的軛是父的旨意，

祂的擔子是將父的旨意實行出來的工作。這樣的軛是容易的，不

是痛苦的；這樣的擔子是輕省的，不是沉重的。我們若覺得工作

很困難，那就是背負了錯誤的軛，不是主的軛。主的軛是容易的，

實行父的旨意是輕省的。 

“在安提阿當地的召會中，有幾位申言者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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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提阿當地的召會中，有幾位申言者和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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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三 1~2）這就是新約的工作，也是

新約工作唯一的原則—聖靈的工作只能在事奉主的時候啟示出

來。唯獨在事奉主的時候，聖靈才打發人出去，所以如果不把事

奉主放在先，就什麼都倒亂了；只有聖靈有權柄能分派人去作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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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該以事奉主作根據。我們是因為事奉主而出去的，不是出

於自己的喜好而沒有事奉主作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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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幔子後，還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 
有……四面包金的約櫃，櫃裡有盛嗎哪的金罐、 

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 

“第二幔子後，還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有……四面包

金的約櫃，櫃裡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

版。”（來九 3~4）至聖所裡有約櫃，約櫃裡有盛嗎哪的金罐、

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塊約版。我們需要天天經歷這三項。 

隱藏的嗎哪就是當我們與神之間沒有一點間隔時， 
我們在祂面前所享受的那分基督 

隱藏的嗎哪就是當我們與神之間沒有一點間隔時，我們在祂

面前所享受的那分基督；當我們與主之間沒有一點距離，我們就

能最親密、最隱藏的享受基督；這就是享受隱藏的嗎哪，就是基

督隱藏的那一分（出十六 31~36）。這乃是在殿裡享受那合併之

三一神的路。嗎哪是在金罐裡，金罐是在約櫃裡，約櫃是在至聖

所裡。嗎哪在金罐裡，表明子在父裡。金罐在約櫃裡，表明父在

子裡。約櫃在至聖所裡，表明子作為靈在我們的靈裡。子在父裡，

父在子裡，子又作為靈在我們靈裡；因此，我們借著享受隱藏的

嗎哪，就與三一神合併，為著神的建造。 

要勝過別迦摩召會的情形， 

就要把自己從今天基督教一般的實行中分別出來， 

只留在神面前，直接地事奉祂，而不是事奉任何別的東西 

要勝過別迦摩召會的情形，就要把自己從今天基督教一般的

實行中分別出來，只留在神面前，直接地事奉祂，而不是事奉任

何別的東西；在這裡我們能享受到一些出於基督的東西，是所有

遠離神面的人無法嘗到的（啟二 17）。 

我們若要享受隱藏的嗎哪，我們與神之間就必須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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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要享受隱藏的嗎哪，我們與神之間就必須沒有距離；

我們與主之間一切的間隔，都必須除去（結一 22、26）。 

《享受基督活而實際的路》一書第六章說到吃與消化。我們

要與主沒有距離，需要正確的吃主，並消化祂、吸收祂；但我們

可能有吃卻沒有消化。什麼是消化不良？該書有以下的話：“消

化不良，意思就是食物不能通行；食物無法通過，所以你就有難

處。……現在我們需要來看，在屬靈的一面，這如何應用在我們

身上。有些親愛的聖徒，起初也許喜歡呼求主並禱讀主話。但一

段時間以後，他們對這事失去胃口和愛好。這是因為他們將主耶

穌接受進來以後，他們裡面有些事情發生。他們消化不良；主耶

穌沒有路可通過。我們呼求主耶穌並禱讀祂的話以後，必須說，

‘主，憐憫我。使我全人同我裡面所有的部分，一直向你敞開。’ 

“但問題在這裡—你呼求主的名以後，主進入你裡面以後，

你可能不願向祂這麼敞開。你也許向祂敞開你這人的一小部分，

但你這人的大部分卻向祂關閉。 

“你呼喊‘主耶穌’的時候，這位實際的、活的耶穌就要摸

著你天然的人。但你們許多人會說，‘不，主，不要摸我這裡。

留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是我的客人，你必須留在客廳裡。不要進

入我私人的臥室；那是為著我的，不是為著你的。’這就是消化

不良。主這屬靈的食物無法在你裡面通過。食物沒有通暢的管道

進入你內裡的部分，所以你消化不良。 

“我們只要借著呼求祂—‘哦，主耶穌’，就能使基督的豐

富進入我們裡面。但呼求祂以後，主就在我們裡面作工並運行，

在我們裡面的人裡摸著我們。 

“一位青年弟兄呼求主以後，他裡面也許會有某種感覺，他

需要對付他的髮型。他若對這感覺反應遲慢，這就表示他不許主

耶穌通過。因此，你必須儆醒。你呼求主耶穌以後，你裡面若有



 172 

任何知覺，你裡面若有任何感覺，那意思就是主耶穌在運行，就

是你裡面的消化在進行。你必須順著這內裡的感覺而行。你若順

著這感覺而行，就會喜樂，並對基督有更好、更大、更深、更高

的胃口；這是因為好的消化帶進更好的胃口。”（四七至四九頁） 

“吃就是將一些養分接受到你裡面，消化並吸收。借此你會

使養分進入你的細胞，這養分甚至會成為你生機的組織，成為你

這個人。”（五○頁） 

“你必須說，‘主，憐憫我。使我這人的每一部分向你敞開，

使你在我全人裡面得著通路。’這樣你就有好的消化，有好的吸

收，並且你會享受並吸取基督豐富的一切養分。然後基督會成為

你這人。我們是活的容器，祂是賜生命的靈。至終，賜生命的靈

這內容會成為我們的元素和我們的素質。我們會生機的與祂是

一，祂也會生機的與我們是一。”（五一頁） 

當我們事奉主並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 

就與主有直接的交通，並認識祂的心意和目的 

當我們事奉主並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就與主有直接的交

通，並認識祂的心意和目的；我們在主的同在中，祂才能把祂和

祂的心意，以及祂所要我們作的一切托給我們。 

當我們事奉主，就有神的託付 

當我們事奉主，就有神的託付，因為我們在祂面前，曉得自

己與神之間沒有距離。 

發芽的杖表徵基督這位復活者， 
該是我們的生命、生活和我們裡面復活的生命， 

並且這生命該發芽、開花並結出熟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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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芽的杖表徵基督這位復活者，該是我們的生命、生活和我

們裡面復活的生命，並且這生命該發芽、開花並結出熟杏（民十

七 8）。 

在民數記十六章所記載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後， 

神吩咐十二個首領按著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 

放在會幕內見證櫃前 

在民數記十六章所記載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後，神吩咐十二個

首領按著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會幕內見證櫃

前；然後神說，“我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芽。”（十七 5） 

十二根杖都沒有葉子、沒有根，都是死枯的； 

若有那一根能發芽，那一根就是神所揀選的； 

在此我們看見復活乃是神揀選的根據 

十二根杖都沒有葉子、沒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那一根能

發芽，那一根就是神所揀選的；在此我們看見復活乃是神揀選的

根據；事奉的根據，乃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之外的；因此，發芽

的杖表徵我們經歷復活的基督，使我們蒙神悅納，在神所賜的職

事上有權柄。 

一切事奉的原則，乃在於發芽的杖； 

復活乃是事奉神的永遠原則 

一切事奉的原則，乃在於發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

發還，只把亞倫的杖留在約櫃裡，作永遠的記念；這意思是說，

復活乃是事奉神的永遠原則（9~10）。 

復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復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復活就是

只有神能，我們不能。 

復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我們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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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作的，不是我們作的；所有認識

復活的人，都是對自己絕望的人；他們知道自己不能。 

天然的力量還存在時，復活的能力就無法彰顯 

天然的力量還存在時，復活的能力就無法彰顯；撒拉自己會

生時，以撒就不能生出來（創十八 10~15，二一 1~3、6~7）。在

創世記十八章，耶和華造訪亞伯拉罕和撒拉，說，“撒拉必生一

個兒子。”（10、14）當時撒拉已經九十歲，亞伯拉罕已經將近

一百歲，他們能生麼？撒拉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

也老邁，豈能有這樂趣呢？”（12）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撒

拉為什麼笑，說，我既年邁，果真能生孩子麼？耶和華豈有難成

的事麼？到了約定的日期，明年這時候，我必回到你這裡，撒拉

必生一個兒子。”（13~14）撒拉就害怕，不承認，說，“我沒

有笑。”（15中）那位說，“不然，你實在笑了。”（15下）

二十一章記載：“耶和華按先前的話眷顧撒拉，便照祂所應許的

給撒拉成就。當亞伯拉罕年老的時候，撒拉懷了孕；到神和亞伯

拉罕約定的日期，就給亞伯拉罕生了一個兒子。亞伯拉罕為撒拉

給他生的兒子起名叫以撒。”（1~3）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撒

拉說，“神使我歡笑，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歡笑。”（6） 

請注意這裡有兩次的笑。第一次笑是“心裡暗笑”（十八

12），意思是“在人不能”；第二次笑是“神使我歡笑”（二一

6），意思是“在神凡事都能”。有人在參加全時間訓練以前，

可能認為自己不可能參加，就在心裡暗笑。後來主真的帶他來參

訓，並且完成四期訓練；神此時真的讓他歡笑：“我竟然參加並

完成訓練！”那就是復活：在人是不可能的，但在神凡事都能。 

倪弟兄在相關的信息中有以下的話：“‘以撒’這名字的意

思是‘笑’。為什麼亞伯拉罕給他兒子起名叫‘笑’？這有兩個

原因。第一，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撒拉要生一個兒子；撒拉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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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就先笑了。撒拉是該笑的。她看自己就好笑，因為她認為自

己經期已絕，胎已斷了，哪裡能生孩子呢？她認為不可能了，所

以神說，她要生一個小孩，她就笑了。第二，隔了一年，撒拉果

然生了一個兒子，這次真值得歡笑了。所以神才吩咐給孩子起名

叫以撒（創十八 10~15—‘以撒’意即笑的意思）。第一次是笑

自己不行，第二次是笑居然行。人如果沒有第一次的笑，就沒有

第二次的笑。人如果沒有第一次自己感覺不行，就沒有第二次的

行。撒拉認識自己，她對自己的認識有把握，她知道自己不行。

但當她一看神所作的那一方面，她就可以歡笑了。所以什麼是復

活？復活就是憑自己所沒有的，神給你了，這就是復活。聖經一

直向我們見證，人是不行的，但許多人還一直以為自己行。盼望

從今天起，我們都學習低下頭來說，我實實在在看透自己是不行

的。在事奉的事上，若有人實實在在的笑自己說，‘我不行。’

這樣他自己也應該再笑說，‘不是我行，我實在看透了自己；乃

是主行。’我們若有一點權柄的彰顯，也應當向主說，‘這是你

作的，不是我的事。’復活就是說，我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

（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一冊，二七四至二七五頁） 

凡是我們能的，乃是天然的；我們不能的，才是復活的 

凡是我們能的，乃是天然的；我們不能的，才是復活的；人

必須到了盡頭，才確知自己一無是處（太十九 26，可十 27，路

十八 27）。 

復活就是說，我們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 

人如果從未感覺自己不行，就永遠無法經歷神的行；復活就

是說，我們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參林後一 8~9，四 7）。 

約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徵神聖生命之律， 
就是神聖生命自發的大能、自動的功用、 

自有的能力和神聖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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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徵神聖生命之律，就是神聖生命自

發的大能、自動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聖的性能（耶三一 33，

來八 10，參羅八 10、6、11，十 12~13）。我們有神聖生命的律

在我們靈裡。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基督裡，實化為那靈，成為在我

們裡面神聖的生命；這生命的律是一個自發的大能、自動的功

用、自有的能力和神聖的性能。 

當這個律的開關打開，神就將自己分賜到我們裡面。羅馬八

章十節說，“靈卻因義是生命。”六節說，“心思置於靈，乃是

生命平安。”十一節說，“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

若住在你們裡面……，也必借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

你們必死的身體。”所以，我們的靈、魂和體都要得生命，這生

命乃是“奏厄”（zoe），神聖的生命。 

這生命的律，神聖的性能， 

能夠在我們裡面作一切事來完成神的經綸 

這生命的律，神聖的性能，能夠在我們裡面作一切事來完成

神的經綸。照著這性能，我們能認識神、活神，並且在生命和性

情上由神構成，使我們成為祂的擴增，祂的擴大，作祂的豐滿，

使祂得著永遠的彰顯（弗一 22~23，三 19~21）。不僅如此，內

裡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將我們構成基督身體上具有各種功用的眾

肢體（四 11、16）。 

當神聖的生命在我們裡面長大時，生命的律就發揮功能， 

使我們成形，將我們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 

當神聖的生命在我們裡面長大時，生命的律就發揮功能，使

我們成形，將我們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羅八 2、29）。李弟

兄在他職事末了對模成有這樣的定義：“我們被模成，乃是我們

在神聖生命上的成熟，借此我們完滿的有分於神的神性，而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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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祂的神聖成分上，得到具體。”（經歷神生機的救恩等於在基

督的生命中作王，二九頁）變化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中有新陳代

謝的改變，而成熟乃是被那改變我們的神聖生命充滿。模成就是

我們在神聖生命上的成熟。我們模成神長子基督的形像，就是在

基督的生命裡得救，脫離己的樣式。己包括了虛榮；我們蒙拯救

脫離自己的虛榮。我們也蒙拯救脫離想要作領袖的野心，脫離自

信、自義、為自己表白、自我高舉、堅持己見，脫離說閒話、爭

競等一切屬 己的事物。 

生命的律不是規律我們不作錯事，乃是規律出生命的形狀。

生命的律發揮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極方面告訴我們不該作什

麼；反之，當生命長大時，生命的律就在積極方面發揮功能，使

我們成形，也就是把我們模成基督的形像。借著生命之律的功

能，我們都要成為神成熟的兒子，神也就要得著祂宇宙的彰顯。 

（E.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