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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0 年國殤節特會─『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第六篇  新婦的豫備  

三一神具體化身的基督，使我們進

人三一神，與祂聯結為一，得着祂作

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並一切。

愛是由信所發出來的，叫我們在那

些與我們共同信入基督的人身上，

活出三一神在基督裏的一切豐富，

使三一神得着榮耀的團體彰顯。（弗

三 19～ 21。）  
   

除了在生命裏成熟，新婦必須被建

造成為一個團體的人。神要得着一

個建造，在其中神與人，人與神，能

成為相互的住處。神建造的原則乃

是神將祂自己建造到人裏面，並將

人建造到祂自己裏面。神與人的調

和就是神將祂自己建造到人裏面；

人與神的調和就是人被建造到神裏

面。（17 節。）與同作信徒的人建造

在一起，是主對祂忠信尋求者至上

並最高的要求，也是照着神永遠經

綸追求基督之人最高的美德。  

 

新婦的婚筵禮服是『明亮潔淨的細

麻』作的。（啓十九 7 ～ 8。）潔淨

的，是指性質；明亮，是指彰顯。新 

 

 

 

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約經綸完成的

結果；神新約的經綸是要藉着祂法理

的救贖並憑着祂神聖生命裏生機的拯

救，為基督娶得一個新婦，就是召會。

今天主的恢復，是為着豫備由祂所有

得勝者組成之基督的新婦。（啓十九 7 

～ 9。）所有的得勝者要成為在開始和

新鮮階段裏的新耶路撒冷，作基督的

新婦一千年。至終，所有的信徒都要聯

於得勝者，使新耶路撒冷豐滿的得以

終極完成並完全，在新天新地裏作基

督的妻子，直到永遠。（二一 2，9 ～ 

11。）  
 

團體的新婦得以豫備好，是在於得

勝者生命的成熟。在新約聖經裏（來六 

1，腓三，弗四 13）題到『完全』這辭，

指明我們需要在神聖的生命裏長大成

熟，以至於完全。我們需要繼續長大，

直到我們在神聖的生命裏成熟，成為

長成的人，達到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

量。（弗四 13。）新婦要成熟，她的

信和愛就要完全得着發展。（多三 

15。）信和愛乃在基督裏之信徒難以拆

雙的優越美德。信是叫我們接受那作



 事  項 

婦所穿的細麻衣乃是『聖徒所行的

義』。（8 節。）基督乃是我們藉以得

神稱義的義，使我們能在靈裏重生，得

着神的生命。作為我們客觀的義，基督

乃是我們在祂裏面得神稱義的那一

位。作為我們主觀的義，基督乃是住在

我們裏面的那一位，為我們過一種能

得神稱義，並始終蒙神悅納的生活。基

督從眾聖徒活出，作他們主觀的義，成

為他們的婚筵禮服。（啓十九 8。）我

們所接受，使我們得救的義是客觀的，

使我們滿足公義之神的要求；而得勝

聖徒的義是主觀的，使他們滿足得勝

基督的要求。馬太二十二章十一至十

三節裏的婚筵禮服，表徵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所活出來的基督，並藉我們彰

顯出來的基督，成為我們超凡的義。    
 

新婦要獻給新郎，新婦需要美麗。在

雅歌，佳偶和良人都有美麗，並且珍賞

彼此裏面的美麗。（一 15～ 16，四 1

～ 5，7。）以弗所五章二十七節說到新

婦的美麗，啓示基督要將召會『獻給自

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

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為聖別、沒

有瑕疵』。新婦的美麗乃是來自那位作

到召會裏面，然後藉着召會彰顯出來

的基督。基督在我們身上所珍 賞的，

乃是祂自己的彰顯。『你的眼必見王的

華美』；（賽三三 17 上；）『王就羨

慕你的美貌』。（詩四五 11 上。）『我

的佳偶阿，你美麗如得撒，秀美如耶路 

撒冷，威武如展開旌旗的軍隊』。（歌

六 4。）   

 

新婦也必須是擊敗神仇敵的戰士。

（弗六 10。） 在婚娶之日，基督要迎 

娶那多年與神的仇敵爭戰並已經勝過

那惡者的得勝者。基督要以作戰將軍的

身分，帶着祂的新婦作祂的軍隊，前來與

敵基督在哈米吉頓爭戰。（啓十九 11～

21。）當基督帶着祂的軍隊來時，祂乃是

作為人子而來。祂這位人子需要一個配

偶，好 與祂相配，使祂得以完全；這配

偶就是祂的新婦。主爭戰的時候，祂就為

神說話，（啓十九 13，）並彰顯神。主在

哈米吉頓的爭戰是一個強有力的說話。

婚禮的禮服就是基督從我們活出，成了

我們日常的義，使我們不僅有資格參加

婚禮，也彀資格參加軍隊，在哈米吉頓的

爭戰中，與基督一同和敵基督作戰。   
 

團體的基督─基督同祂得勝的新婦─

要作為石頭來，砸碎人類政權的集大成，

以帶進神的國。但以理二章說到基督作

一塊非人手所鑿的石頭而來，啓示錄十

九章卻啓示基督帶着祂的新婦作祂的軍

隊而來。基督在降到地上以對付敵基督

和人類政權的集大成以前，先要舉行婚

禮，使祂的得勝者與祂自己聯合成為一

體。婚禮之後，基督要帶着祂新婚的新婦

來把敵基督毀滅；主耶穌作為神的話，

要用祂口中的氣除滅敵基督，就是那不

法之人。有利劍從基督口中出來，祂要用

以擊殺列國。人類政權被砸碎以後，神就

清理了整個宇宙；然後團體的基督，就

是基督連同祂的得勝者，要成為一座大

山，充滿全地，使全地成為神的國。（但

二 35，44，七 22，27，啓十一 15。） 【摘

自：新北市召會週訊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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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週“新約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雅各書生命讀經，第 8 及 9 篇。  

 

 3.  本週二禱告聚會共同追求進度：“初信造就”：第二篇（請參閱週訊第 8~ 

    10 頁。） 

 

 4.  本週繼續追求“關於世界局勢與主的恢復應時的話 ”，晨興聖言 第六週。 

   青少年共同追求進度：“聖經之旅”第四冊：第 2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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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林前 12:12-22 12:23-31 13:1-13 14:1-12 14:13-25 14:26-33 14:34-40 

進 度 

1. 本週“新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 第 5 週。 

  

 經  節 

禱
告
事
項 
 
 
 
 
 
 
 
 
 
 
 
 
 
 
 
 
 
 
 
 
 

所以，那藉着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

長遠活着，為他們代求。（希伯來書 7:25） 

壹、 禱告使聖徒尋求在上面的事，與基督同有一個生命、一個生活，使他 

  們的心與祂同在天上，好回應祂天上的職事： 
 

  禱告使聖徒尋求在上面的事，與基督同有一個生命、一個生活，使他 

  們的心與祂同在天上，好回應祂天上的職事；基督正在天上為眾召會 

  代求，供應聖徒，並執行神的行政（西三 1 ～ 4，來七 25，八 2，啟 

  五 6）。     

 

貳、 召會生活與實行：- 

  1. 為着疫情 

  （1） 召會須起來儆醒禱告， 

  （2）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平安與穩妥， 

  （3） 護衛聖徒們免受惡者的攻擊並識破撒旦的謊言， 

  （4） 弟兄姊妹也需要學習按着神來牧養弟兄姊妹，特別在這個艱難的

   時刻。 
 

  2. 為着各會所各區各排的情形與需要 
 

  3. 為着週一晚上的事奉成全聚會禱告 
 

  4. 為着新學年大專，青少年，兒童的工作禱告 

https://www.lsmchinese.org/lifestudy/1the-idx.html


報
告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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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國際華語特會時間表   

13/2（週六） 

第一堂，9:00AM  第二堂，11:00AM 第三堂，7:30PM 

14/2（主日）  

第四堂，9:00AM 第五堂，11:00AM 分享時段，7:30PM-9:00PM 

3. 2021 年國際華語特會報名通啟 

 因着疫情的影響美國水流職事站將在線上進行國際華語特會，以釋放

 神 的話語，供應全地神的兒女。盼更多聖徒能抓住機會，贖回光陰，

 一 同進入職事的豐富裏。 

 日期/時間： 13~14/2/2021(一共五篇信息)    費用：免費      

 報名截止日期： 25/1/2021 

 報名方式：以區為單位收集名單，並將資料(中英文姓名，性別，語言

  和聯絡號碼)轉發給黃美霞姊妹(011-10942234)。  

1.  全召會集中事奉聚會 

  日期/時間： 1 月 18日（週一）7:30PM        

  會議帳號： 833 6103 2392      會議密碼： 1111 

  備註：請鼓勵更多聖徒們一起上線，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 

             喜悅的活祭，這是我們合理的事奉。 

 

 

 

願恩典與平安歸給弟兄姊妹們。因着古晉市新冠肺炎疫情惡化，召會

決定暫停在會所或分區的各種實體聚會（為期兩週）。召會生活將改

為線上模式。這段期間弟兄姊妹們須起來儆醒禱告，經歷基督是我們

的平安與穩妥，護衛聖徒們免受惡者的攻擊並識破撒旦的謊言。特別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我們也需要學習按着神來牧養弟兄姊妹。 

 

古晉召會負責弟兄們啟 
14/01/2021 

2.  實體聚會暫停通啟（13~26/1/2021） 

 

書房報告 

下一卷晨興聖言是追求“基督徒生活、召會生活、這世代的終結以及

主的來臨”，請各區安排一位聖徒於週五(22/1)前來書房領取書本。

來之前，請向 Bro.Michael（019-8874966）預約時間。 



   

 銀行戶口： GEREJA KRISTIAN TUHAN DI KUCHING 

 銀行賬號： PUBLIC BANK 3129971112 

   REFERENCE ：特別奉獻『SPECIAL OFFERING』或例常奉獻 OFFERING』 

4.  古晉市召會前往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召會的服事 

日期： 24 日 倫樂：十二會所 石隆門：五會所 一月 
(2021)  日期： 31 日 倫樂：一會所 石隆門：六會所 

5 

5.   奉獻心願款項總數 RM2,570,719.75，上週收到銀行直通 RM2,450.00 

 截至 12/01/2021 累積奉獻共收來 RM2,315,040.75，尚缺 RM255,679.00。  

 
 
 
 
 
 
 
 
 
 
 
 
 
 
 
 
 
 
 
 
 

 前往扶持鄰近召會的服事暫停 

   註：若恢復實體聚會後，請各區服事財務的聖徒，可將收到的奉獻 
         款項於每週二中午時間 12:30PM~1:15PM 之間，交到財務室於 
         服事的弟兄們。 

 神向約伯顯現的中心點 

能看不見神向約伯顯現的中心點。

這中心點就是關乎神藉着向約伯顯

現，在約伯身上所要作的事。 

 

神向約伯顯現，目的是要幫助約伯

領悟，神是無限、追測不盡、無法測

度的。神問了約伯許多關於宇宙和

動物的問題，為要叫他得着深刻的

印象，就是神是無限的。神似乎在對

他說，“約伯，你事實上並不明白我

是誰。你沒有看見我是無限的；此

外，你也無法想象我要給你什麽。約

伯，我要把我自己給你，使我自己成

為你的享受，好叫你成為我的一部

分。我不滿意你有你自己的純正、完

全和正直。我要你有我。我的目的不 

 

 

我們讀約伯記時需要領悟，要明白

這卷書，需要整本聖經。因此在這卷約

伯記生命讀經裏，我的原則一直是用

整本聖經神聖啓示的觀點，來讀約伯

記。我們在本篇信息中看神向約伯顯

現的中心點時，需要將這點牢記在心。 

 

約伯不認識神是無限、追測不盡的，

也不明白神之於他有多少 

 

約伯與他的三個朋友和以利戶都說

完話之後，我們看見神帶着神聖的揭

示向約伯顯現（三八 4 ～四一 34）。

之後，聖經說到約伯在他個人的經歷

中得着神，並厭惡自己（四二 1 ～ 6）。

我擔心你們注意許多其它的事物，可

交 通 



地上發生。尼哥底母若無法明白在

地上發生的事，如何能明白在天上

發生的事？ 

 

約翰三章不僅說到重生，也說到基

督的擴增（30）。所有重生的人都成

為基督的擴增；基督的擴增就是祂

的新婦（29）。約翰三章有兩個重要

的辭：“新婦”和“擴增”。我們需

要看見，我們這些基督徒，乃是基督

的擴增。但今天許多信徒都不領會

這件事。 

 

在約翰十四章，主耶稣在被出賣的

那一晚，抓住機會對神的門徒說到

一些關於神聖三一的事；神聖的三

一要産生新婦，作基督的擴增。在約

翰十六章主告訴祂的門徒，雖然祂

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他們，但那時他

們擔當不了（12）。以後，等基督經

過死，進入復活，成為神的長子和賜

生命的靈之後，實際的靈就要引導

他們進入一切的實際（13）。在祂復

活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向門徒顯現，

並且“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

受聖靈”（二十 22）。 

 

但甚至在那時，神聖的啓示仍未完

全的賜下；基督還需要升天，並將

祂自己作為那靈，澆灌在祂的門徒

身上，使他們成為召會，這是使徒行

傳頭一部分所記載的。但甚至在那

時仍無完整的啓示。後來，保羅被神 

興起，關於神的奧秘─基督（西二 2 

 

是給你別的，乃是將我自己給你。” 

 

新約的神聖啓示，揭示出神向約伯顯

現時心頭的願望 

 

我們要明白神向約伯顯現的目的，

就需要整本聖經，特別是新約。神要把

祂自己給約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包含一個漫長的過程，開始於基督

的成為肉體，接着有祂的人性生活，祂

在十字架上包羅萬有的死，祂的復活

和祂的升天。因為約伯是在神聖啓示

的原始階段，神無法對他說到這些

事；神若說這些事，約伯也不可能明

白。這一切要直到二千年後，在新約裏

才得着清楚的解釋和記錄。甚至今天，

許多信徒對這些事仍然沒有正確的領

悟。 

 

讓我們來看約翰三章尼哥底母的例

子，以說明我們理解神聖事物的困難。

主耶稣對尼哥底母說，我實實在在的

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3）。尼哥底母不明白這話，回答說，

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豈能再進

母腹生出來嗎？”（4）。這是一個多

麽可怕的誤解！主耶稣繼續對尼哥底

母說到從水和靈生，告訴他說，“從那

靈生的，就是靈。”（6）。尼哥底母

又問：“怎能有這事？”（9）。至終，

主耶稣對他說，“我對你們說地上的

事，你們尚且不信，若對你們說天上的

事，你們如何能信？”（12）。重生，

即再生一次，是關乎神聖的生命，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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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約伯這個人被銷毀。我們讀這卷書

的記載時，可以看見約伯的皮一層一

層的被剝掉。這種剝皮乃是銷毀。約

伯被銷毀到一個地步，成了一個皮包

骨的人。 

 

約伯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他質問

神，卻無解答。至終神進來，將祂自

己向約伯顯現。在祂的顯現裏，神似

乎對約伯說，“現在我在這裏。約伯，

你必須看見我是無限、追測不盡、無

法測度的。看看我─我是莊嚴佳美、

尊榮光彩的一位。你認為你小小的頭

腦可以追測我或尋找我嗎？你仍要

與我訴訟，帶我上法庭嗎？你不認識

我在你身上的目的。你不知道我要給

你什麽。約伯，我的目的是要削減你

至一無所有，卻要維持你的生存，好

叫我能有機會將我自己分賜到你裏

面。約伯，我的目的是要把我自己給

你。” 

 

這就是神向約伯顯現的中心點，但

約伯不明白。然而，我相信在新耶路

撒冷，約伯會與我們在一起。我也相

信當我們看見他，我們和他都會喜

樂。然後他會說，“弟兄們，現在我

對於神的目的，和你們一樣清楚。讓

我們都安息，讚美主吧！” 

 

 

 

 

 

 

下）以及基督的奧秘─召會（弗三 4）

的完全啓示才啓示給他。召會乃是三

一神的産物，作三一神的生機體。這生

機體就是基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就

是新人。至終，這一切要終極完成於新

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裏三一神團

體、永遠的彰顯。這一切，從三一神的

成為肉體，到新耶路撒冷的終極完成，

都是神向約伯顯現時心頭的願望。 

 

神削減約伯至一無所有， 

但維持他的生存，使神可以 

將神自己分賜到他裏面 

 

神沒有對約伯說到祂心頭的這些事，

卻問他其它的事，包括約伯自己在內。

例如，在四十章十至十四節，神對約伯

說，而要以莊嚴佳美為妝飾，以尊榮光

彩為衣服。你要傾倒你滿溢的怒氣，見

一切驕傲的人，使他降卑。見一切驕傲

的人，將他制伏；把惡人踐踏在他們

所立之處。將他們一同藏在塵土中，把

他們的臉捆在隱密處。我就稱讚你，認

你右手能救你自己。”這裏神是在問約

伯，他有否任何莊嚴佳美和尊榮光彩。

神的目的是要使約伯領悟，他一無所

有，也一無所是。 

 

約伯不認識神對付他的目的，神也沒

有路告訴他。約伯不知道在天上所舉

行的會議；他正在享受地上的生活。

忽然間，他失去他的家産和兒女。這是

剝奪約伯的産業。接着約伯的肉身受

到攻擊；這攻擊藉着每日的受苦，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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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奉獻（一） 

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九至二十節：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

麽？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你們

裏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

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四至十五節：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

想一人既替衆人死，衆人就都死

了；並且祂替衆人死，是叫那些活

着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

死而復活的主活。’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個問題，就是基

督徒奉獻的問題。 

 

一個人能不能奉獻，就看他得救得

好不好。如果他好像給了主大面子

來相信主耶稣，好像是優待了神來

相信神，那就沒有辦法和他談奉獻。

如果有人覺得他是提倡基督教的

人，以為他作了基督徒於基督教大

有光榮，要對這樣的人談到把自己

奉獻給主的話，也是沒有什麽用處

的。他信主的時候就信得不好，他一

來就來得不對，要盼望這樣的人奉

獻，那是不可能的事。我們要知道是

主恩待我們，是主憐憫我們，是主愛

我們，是主救我們，所以我們要把一

切奉獻給祂。 

 

關於奉獻的道，新約舊約都有。在

新約中像羅馬書六章和十二章，都

說到奉獻的事。舊約中關於奉獻的 

讀經：出埃及記二十九章一至二十五

節，利未記八章十四至二十八節 
 

出埃及記二十八章一至二節：‘你要

從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亞倫，和他

的兒子拿答、亞比戶、以利亞撒、以他

瑪，一同就近你，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你要給你哥哥亞倫作聖衣為榮耀，為

華美。’ 
 

四十至四十一節：‘你要為亞倫的兒

子作內袍、腰帶、裹頭巾，為榮耀，為

華美；要把這些給你的哥哥亞倫和他

的兒子穿戴；又要膏他們，將他們分

別為聖，好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羅馬書六章十三節：‘也不要將你們

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兵器；倒要像

從死裏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

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十六節：‘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己作

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麽？或作

罪的奴僕，以至於死；或作順命的奴

僕，以至成義。’ 
 

十九節：‘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

照着人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

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以至

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

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十二章一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

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所神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造 就 



主權。我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們是

屬乎主的人。我們必須在我們的身體

上榮耀神，因為我們不是我們自己

的，我們是被主買來的。主在十字架

上所流的血，就是祂所付的代價。所

以為着主的權利的緣故，我們也是主

的人。 

 

我們總得清楚的看見，我們是被主

買回來的人，是主出了最高的代價買

來的。祂買我們不是用金子，也不是

用銀子，乃是用祂的血。這裏面有主

的愛，也有主的權利。因着主的愛的

緣故。我們揀選事奉祂；因着主的權

利的緣故，我們只能跟着祂走。從救

贖所産生的權利來說，叫我們為着

主；從救贖所發生的愛來說，也叫我

們為着主。奉獻的根據是權利，奉獻

的根據也是愛。奉獻的根據是合法的

權利，奉獻的根據是超越過人間感覺

的愛。因着這兩個緣故，我們非歸於

主不可。 

 

貳 奉獻的意義 

 

單單受了愛的激勵，還不是奉獻；

單單認識合法的權利，也還不是奉

獻。奉獻是我們被主的愛激勵了，看

見主的權利了，就接下去作一件事，

接下去有一個手續，那一個手續把我

們擺在一個新的地位上。我們因為被

主的愛激勵，我們因為被主的重價買

回來，我們就把自己從一切裏面分別

出來歸於主，為着主。這一個，就是

奉獻。這一個，在舊約裏譯作‘承接

聖職’。‘承接聖職’就是接受事奉

神的職分，這是聖潔的職分，這就叫 

話，是特別指着亞倫和亞倫一家說的。

出埃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和利未記

八章，都是講亞倫和他的一家如何被

獻上。（中文的‘承接聖職’，在原文

意思就是奉獻。）雖然奉獻是事奉神的

第一個基本經歷，但在神的話語中直

接題起的並不多；所以要知道什麽叫

作奉獻，就必須把上面幾處聖經的話

看清楚。 

 

壹 奉獻的根據 

 

林後五章十四至十五節很清楚的給

我們看見，神的兒女因着被主的愛激

勵的緣故，所以才為替他們死而復活

的主活。人為着主活，是因為被主的愛

所激勵。‘激勵’照原文可譯作‘圈

住’，是相當緊的圈住。原文的意思就

是圈得緊緊的，把我們紮在裏面。愛把

我們圈住了，我們逃不掉了。人被愛摸

着的時候，就有這個味道。我們給它縛

住了，我們沒有辦法。祂為着我們死，

我們今天該為着祂活。所以愛是人來

奉獻的根據。人是因着主的愛來奉獻，

沒有一個人能夠奉獻而不感覺主的愛

的。人要在主的面前有奉獻，總得看見

主的愛。看見了主的愛，奉獻就成了自

然的結果。 

 

奉獻是根據於主的愛，奉獻也是根據

於主的權利，這就是林前六章十九節、

二十節所講到的真理。那就是說，‘你

們不是自己的人；…你們是重價買來

的。’我們的主為我們捨去自己的性

命，作了代價，把我們買回來。我們乃

是被主買來的人。今天我們為着蒙主

救贖的緣故，我們對主就捨去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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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奉獻，所以也只有這一家的人才

能奉獻。今天神揀選我們作祭司，我

們就是這一家裏面的人，我們就是

能夠奉獻的人。 

 

在這裏，還要看見一點，就是：不

是人挑選神而去奉獻，乃是神揀選

人才來奉獻。凡以為把自己什麽都

丟下來事奉神，好像是優待了神的

人，他是在門外的人，他根本不是奉

獻的人。要知道：不是你看得起神，

你尊重神，所以事奉神。不是你把你

自己擺出來作主的工，乃是神恩待

你，在祂的工作裏也給你有分。乃是

神把榮耀給你，把華美給你。聖經告

訴我們，祭司穿的聖衣是為着榮耀，

是為着華美。（出二八 2。）奉獻是

神榮耀你，是神給你美麗，是神把你

挑出來，是神叫你來事奉祂。我們好

像能夠誇口說，我們有這樣一位的

主！主有我這樣的一個僕人，這有

什麽希奇？希奇的乃是我有了這樣

一位的主！ 

 

我們要看見，奉獻是我們蒙揀選。

能夠來事奉神的人，乃是受了尊榮

的人。並不是我們高擡了神，好像我

們是為神犧牲了什麽，好像我們本

來有什麽榮耀似的。奉獻乃是神給

我們榮耀。我們應當跪下來說，‘感

謝神！我能有分，在事奉神的事情

上我也有分。嗳！世界上不知道有

多少的人，竟然我這一個人能夠有

分！’奉獻乃是我們被擡舉，奉獻不

是我們犧牲。我們是需要最大的犧

牲，但是在奉獻裏並沒有犧牲的味

道，乃是滿了被神榮耀的味道。 

 

 
 

作奉獻。奉獻就是接受事奉神的職分，

對主表示說，‘主！因為你愛我的緣

故，我今天從一切裏面分別出來，我要

事奉你。’ 

 

參 奉獻的人 

 

現在先看出埃及記二十八章一至二

節，二十九章一節、四節、九節、十節

等處聖經。 

 

我們讀了這幾處聖經，就看見奉獻

是一件相當特別的事。全以色列人是

神所揀選的國，（出十九 5～ 6，）但

是，全以色列人沒有成為一個奉獻的

國。在以色列人中有十二個支派，但十

二支派沒有個個能夠‘承接聖職’。在

十二個支派裏面有利未支派，是神所

揀選的支派。（民三 11～ 13。）但它

也並不是一個奉獻的支派。在這麽多

的利未人中間，只有亞倫一家的人能

夠‘承接聖職’。不是全以色列人都能

承接聖職，也不是整個利未支派都能

承接聖職，乃是只有亞倫一家才能承

接聖職。人必須屬於這一家，他才能有

奉獻。如果他不是這一個家裏面的人，

他就不能奉獻。只有這一個家─亞倫

的家─裏面的人，是作祭司的，才能奉

獻。 

 

感謝神，今天我們是這一家裏面的

人。信主的人是這一家裏面的人。所有

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啓一 5～

6。）神揀選我們作祭司。在當初的時

候，只有亞倫一家才能奉獻；別的人

進去，必被治死。（民十八 7。）我們

要記得，只有神所揀選作祭司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