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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根基、身分與使命」 

 ／王宗隆傳道 

 

經文：何西阿書四章 4─8節 

    然而，人都不必爭辯，也不必指責，因為這民與抗拒祭司的人一樣。你這

祭司必日間跌倒；先知也必夜間與你一同跌倒；我必滅絕你的母親。我的民因

無知識而滅亡。你棄掉知識，我也必棄掉你，使你不再給我作祭司。你既忘了

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記你的兒女。祭司越發增多，就越發得罪我；我必使他

們的榮耀變為羞辱。他們吃我民的贖罪祭，滿心願意我民犯罪。 

 

弟兄姊妹們平安！ 

 

軟腳蝦建築 

    剛剛在敬拜當中非常感動，潘長老帶領我們唱這首詩歌，是今天我們要來

談這個主題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結論。我們現在是在何西阿書當中，何西阿的

景況其實還蠻嚴重的。上上星期禮拜三的一個下午，大概二點左右的時候，你

們有沒有遇到那個地震─就是天搖地動的、在北投那個地方〈震央在那個地

方〉？我們那時候剛好開傳道同工會，有些同工是在電梯裡面，更加的就是讓

他們嚇一跳。不過幸好我們教會的根基是穩的，阿們嗎？ 

    在 1999年 921大地震那時候，有去參與這樣的一個服事。不知道大家還記

得嗎？松山東星大樓的倒塌。據說它的建築，在第一層的結構當中有些問題，

所以根基不穩，遇到地震的時候，它就瓦解了。2016年的時候還有一個大樓，

叫維冠大樓，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維冠大樓也是跟東星大樓一樣，它的結

構當中也是有些問題，所以它也倒塌了。我們俗稱它是「軟腳蝦建築」，在建築

史上就說：像這種建築，叫做「軟腳蝦」。 

    為什麼要舉這個比喻呢？在何西阿蒙召、做先知的那個時代，那時北國就

是處在這樣的一個景況裡面。但是原來早期在耶羅波安二世初期執政的時候，

它其實是富強盛世。當時亞述跟亞蘭都還要懼怕它三分，因為北國掌握了巴勒

斯坦這條通道，它收取貨物稅，讓北國得到鉅富。所以整個國家就在這種不用

勞動的狀態之下，可以得到許多這樣的金錢。 

    所以他們就開始有類似資本主義的狀況，整個社會的結構慢慢在改變，不

再是以勞動為主，整個國力就開始因著道德的淪喪而逐漸的腐敗。這個情況在

我們未來講到阿摩書的時候，還會講得更加的清楚。這樣的情況就一路爛到根

部，所以到後來，國力就衰弱下去。在何西阿蒙召的時候，就是外患頻傳、內

憂四起，根基破敗到無藥可救的地步，這也是在何西阿書四章 1─3節所描述的

情況。 



診斷正確與否的影響 

    何西阿書前三章是總論，它把神的愛表述出來，但是從第四章開始，我們

現在開始就要來診斷這個以色列社會整體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診斷的準不準

確是醫生最重要的一個工作，診斷要是錯誤的話、給錯藥，不僅病沒有醫好，

反而會更加的嚴重。 

    我舉個例子：拉肚子，我們通常的處理就給他止瀉藥 Imodium，但有可能

其實不是這樣的問題，它可能是細菌性的。假如是細菌性這樣的話，腸道發炎

你給他 Imodium，讓他的腸胃不蠕動的結果是那個細菌就悶在腸道裡面，反而

更加的嚴重。 

    那時候我們去探訪一些教會的前輩，多半年紀比較大，都會有一些高血

壓。高血壓的狀態、起因、藥物有非常的多種，有可能是心因性的、有可能是

腎性高血壓、也有可能是原發性高血壓，但你要是沒有正確的診斷、給錯藥的

話，他不僅不能夠藥到病除、得到緩解，還甚至會藥到命除。 

 

無知 

    所以我們來看何西阿對於以色列的診斷，第四章提到很多以色列人的罪

惡，我想這我們是不陌生的，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一些比較相似概念的詞

彙。何西阿書四章 1節這邊講到「無人」認識神；四章 6節「因無」知識而滅

亡，你棄掉知識；四章 14節「你這無知的民」哪。在二章 20節那個地方，我

們看到神的憐憫臨到以色列，要聘以色列為妻的時候，神就說：你必認識我耶

和華。 

    所以對以色列來講，「認識」是一個很重要的疾病，無知識、不認識神，所

以造成了他們人民因無知而滅亡。後來果然沒多久，北國就被亞述帝國給滅

了。何西阿先知如果說是民族的醫生，他的診斷是極其的準確。但是我們要再

更深的究竟，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使他們無知呢？ 

 

問題出在祭司 

    在這章當中，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重複的字。四章 4節就提到「祭司」、四

章 5節「祭司必日間跌倒」、四章 6節「你不再給我作祭司」、四章 7節「祭司

越發增多，就越發得罪我」、四章 8節「他們吃我民的贖罪祭」〈他們就是指祭

司〉、四章 9節「將來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在提這

個病因，這個病因就是祭司。 

    我們來看一下四章 4節。在和合本當中，我們可能沒辦法很直接地看到他

的意思，這節也是一個很難解的經文〈這個是在聖經中非常難解的一個經文，

有非常多的爭論〉。我把它舉出來呂振中的版本跟新譯本來講，是比較能夠貼切

的跟上下文做一個連接。四章 4節呂振中版本講說「然而人都不必爭辯，人也

不必指責；祭司啊，我的爭辯是針對著你的。」就是說：我們不必爭了，問題

就是祭司。所以我們看了何西阿的診斷就是「祭司就是這個問題的起源」。 

    我們既然知道是祭司的問題，不禁要問：這是怎麼造成的呢？這個樓是從



哪裡歪掉的？我們就從北國的歷史來看，在列王紀上十二章 31─32節耶羅波安

那個時代─整個北國剛開始的時候，就歪掉了。 

我們講一下這個所謂制度的問題。神在歷史的發展當中，以人的有限性而

設立了祭司、先知跟君王，三權分立、制衡以及合作來帶領以色列民。但是後

來王國分裂之後，利未人就跟了南國；而北國耶羅波安為了國家獻祭的合法

化，他不要這些百姓跑到南國的耶路撒冷去，所以我們就看到這段經文講到他

將不屬於利未人的凡民立為祭司，而且他也自己去定節期，並且做了一件最誇

張的事情，就是自己上壇獻祭。 

你們還有沒有印象，在之前還有誰？掃羅。神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厭棄掃

羅，使得他的王位不再久留。耶羅波安做了一件這樣的事情，就讓整個祭司制

度變成是君王的一個發聲筒，他就讓祭司這個制度歪掉了─本來是祭司、君王

跟先知的三權分立，就整個歪掉了；祭司的功能不見了，因為他變成君王的一

個代言人。 

 

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 

我們這麼說：這樣，祭司只要是按照摩西律法所按立的，就沒有問題嗎？

我們來看看士師記之後的以利，他有二個兒子。以利二個兒子是罪人、是惡

人，他們怎麼樣？在撒母耳記上二章 12節給我們看到說：他們不認識耶和華。

我們要從幾個方面來看他們的行為當中，是不是真的看到不認識耶和華這樣的

行為。 

他們是很誇張的！大家讀撒母耳記上的時候，看到這一段，我覺得：哇！

這個真的是太膽大包天了！他們要獻祭的時候，他們民把肉帶到祭上、要去把

它烤，然後把脂油燒掉，之後這個肉就可以拿給祭司，供他們使用。不知道是

說他們覺得：像我們現在吃牛排要吃五分熟比較好吃、還是怎麼樣，他們就直

接拿叉子〈而且他叉子是三叉的〉這樣插下去，就拿起來了。 

我不知道他們拿去賣、還是說真的他們是覺得那是牛排、要五分熟比較好

吃，他們就是把肉給拿走，他們是不符合上帝給予祭司的這樣的條例，很隨

便；而且他們跟會幕前事奉的婦人苟合，他們用他們的身分，讓這些婦人就喜

歡上他們、或是就跟她們有這樣不聖潔的關係。這二個少年人的罪，在耶和華

眼前甚重，所以神就開始要來懲罰他們，因為他們使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這

邊就讓我們看到一個祭司歪掉的時候，會使人厭棄給耶和華獻祭。 

 

榮耀變為羞辱 

何西阿書四章 8節這邊有講到，就是說何西阿在描述這些祭司的景況當

中，也有看到這樣的景象，不是在以利那時候有而已，他描述了這些祭司的景

象，那種魚肉鄉民的嘴臉，真的是罪大惡極。 

我們再來看，假設說你會覺得那是士師時代剛結束的時候才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已經迦南化，所以大家對祭司制度的認知已經整個稀釋掉。可是我們再

回到祭司制度建立的第一天〈是祭司制度建立的第一天〉，第一天的獻祭，那時



以色列民非常的高興、聚集，然後摩西要帶領整個以色列民來獻祭的時候，有

火從耶和華面前出現，眾民一見就歡呼，俯伏在地、敬拜耶和華。感謝主！那

是多麼榮耀的一個景況！ 

但是這時竟然出現了二個跳樑小丑─拿答、亞比戶，這個時候竟然就拿著

自己的爐、添了香，把火燃起來，然後就在台上獻。所以這個時候，馬上神的

火又從壇上出現，就把這二個少年人燒死。在獻祭這個祭司制度的第一天就出

現了這樣的事情，所以在何西阿書四章 7節有講到「我必使他們的榮耀變為羞

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祭司制度的問題，不只是在世襲的問題，就算在一個滿

有宗教氣息的家庭背景當中長大，也不能保證你所獻的祭是神所喜悅的。因為

祭司要是沒有真實的認識，就沒辦法來帶領真正的敬拜；這些祭司若不認識

神，還是會受到自己罪性的影響而來獻祭。 

 

罪性影響獻祭 

我們再來看一下創世紀時候的第一對兄弟，他們不僅不是在祭司制度之

前，他們是在人剛被造的時候的第一對兄弟，就產生這樣的事情。該隱怎麼樣

呢？他獻了他的祭物，跟他的弟弟獻了這樣的祭物，可是神沒有看中他祭物的

時候，他就把亞伯殺了。因為什麼？因為嫉妒〈大家知道是因為嫉妒〉。為什麼

會嫉妒呢？因為他獻上這個祭的時候，不是甘心樂意的、不是因為他自己對於

神的感恩，而是在跟他的弟弟比較那個祭物。 

所以當我們人不對、沒有認識神的時候，我們即使獻上祭物，還是被罪來

綑綁。我們是用我們的罪性在獻祭，不僅不能除罪，反而使自己更深的陷入

罪，更不用說要帶人來認識神了。其實我們要真正的回到祭司實際的功能是什

麼。祭司的實際功能是人、神之間的一個溝通的橋梁，使人在敬拜當中，進到

神的面前而恢復那個關係。 

 

認識是敬拜的起點 

我有個很好的朋友跟我講過這一段話，我覺得非常好。我想大家的體會也

可能會是這樣子的。就是假設說你沒有真正的認識，你就不會有真正的關係；

你要是沒有真正的關係，你就不會有真正的敬拜。我們在敬拜當中，越深的在

神面前的敬拜裡，我們就會對神產生更深的認識，所以它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但是他要是沒有認識，他就無法帶出敬拜。所以認識是敬拜的起點，認識是我

們跟神關係能夠更加密切的一個起點。 

所以神指示摩西來建造會幕，每個器具跟步驟都有它的屬靈含意，而祭司

就是在會幕當中來帶領這些儀式的進行。假設他不認識這些儀式的意義，那當

然就沒辦法帶領會眾，在獻祭的時候，以真實的心靈與誠實來敬拜。也難怪在

第四章這邊看到這個景象─會眾會厭惡來到神的面前獻祭，因為祭司就是整個

程序毀壞或污穢的根源，所以我們要來看根基。 

 



耶穌是新的根基 

    舊約的祭司顯然是失敗的，就只剩下儀式舉行的功能，那該怎麼辦呢？因

為根基是那麼的重要，可以保證我們站得穩，也保證我們在需要的時候可以供

輸給我們養分。但是現在我們看到在舊約祭司的這個制度，似乎讓以色列這個

樓搖搖欲墜，但感謝主，我們是有盼望的─在希伯來書這邊有提到。 

    希伯來書七章 11─16節說：從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職任下受律法，倘若這

個職任能夠得以完全，那何必再另外興起一位祭司呢？它的意思是說：假如說

這個東西功能是好的、完整的，我們何必興起另外的一位祭司呢？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不好的、沒辦法勝任這樣的角色。所以就是要重新來定義，或是說

我們要興起一個新的，神就透過新約來興起一個新的祭司制度。 

    過去按照肉體來講，是誰才能當祭司？是利未人。可是耶穌是哪個支派

的？猶大支派。所以新的條例，它不是按照肉體這樣的條例，也不按照過去這

個支派〈不是 Levites〉，而是猶大支派。所以它現在新的這個定義並不是用肉

體的條例，而是用生命的大能。 

    我就整理了一下希伯來書，等一下會做一個表格，這個表格我也稍微請教

了一下之前在成人主日學教希伯來書的講師。我們做了一個表格的比較，就可

以從這個表格當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耶穌大祭司跟利未人祭司─這個以生命

大能的條例以及以肉體的條例來比較，差別在哪裡？耶穌大祭司他是聖潔、無

邪惡、無玷汙、沒有犯罪的，但是利未人祭司是每天為自己的罪來獻祭〈他的

罪能清得清不清楚、還不知道〉。 

    然後耶穌是一次的為自己獻上，他一次就把過去、現在、未來以及所有人

類的這些罪全部給獻上；利未人卻是要每年來獻贖罪祭。耶穌大祭司是用自己

的血，利未人祭司是用牛、羊的血，不是他自己的〈而且用牛羊的血不保證能

夠洗淨他們的罪〉。可以看到光這邊就怎麼樣？耶穌大祭司就什麼？就大勝，來

個讚這樣子。 

    光這樣的比較，就已經差別很大了，但我們要看到還有一些新的東西。在

下面的黃色框框裡面，可以看到耶穌大祭司開了一條新路，就好像我們剛剛在

禱告當中說：耶穌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們可以直接進到神的殿

中。他開了一條新路來取代舊約；而另外又帶出了一個治理神的家的這樣的概

念〈這個概念是個很重要的概念，等一下我們會繼續來談這件事情〉。所以耶穌

大祭司就成為我們新的根基、另外一個新的根基，他能夠使我們站立得穩，而

且讓我們可以在這當中得著養分。 

 

建立祭司的國度 

    為什麼一定要耶穌來做大祭司呢？他不是很忙，還要再兼這個？他是天國

國度的君王，又要來當大祭司？他為什麼不隨便找一個使徒來當這個大祭司就

好呢？因為神有一個心意、奧秘在。在摩西那時代，其實神就已經把這件事情

告訴他了。摩西出埃及，在曠野的時候，他們才出了埃及三個月，在西乃山下

的時候，神就跟摩西講了這段話「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當中要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什麼呢？



作祭司的國度，成為聖潔的國民。」這就是神的心意，他要來建立一個祭司的

國度，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在舊約，明顯的失敗。 

 

耶穌流血買贖我們 

    要怎麼樣建立這個國度呢？顯然舊約失敗。那要怎麼建立呢？新的國民要

從那裡來呢？在啟示錄這邊就講到：羔羊藉自己的血，買回這個祭司的國民。

啟示錄五章 9─10節這邊講的很好─只有耶穌他配得來開這個書卷、開這個七

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族、各方、各民、各國當中買了人來，叫

他們歸於神，又叫他們成為什麼？國民〈祭司國的國民〉，作祭司歸於神。〈啟

五：9─10〉 

    我們要怎麼樣去體會用血買回來的尊貴性呢？我來說一個故事。我認識一

個男孩，他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因為癌症過世。他並不是很清楚他母親的

一切，父親也不太提。所以小的時候，若是有家長會，他的家長總是缺席的；

下雨天是別人的媽媽來接，他心中都會酸酸的，所以心中有一種缺憾。直到這

男孩有一天整理家裡東西的時候，發現一本日記帳，這本日記帳是他媽媽寫

的。在媽媽娟秀的筆跡之下，他找到跟媽媽生命相連的一個東西。那天開始，

當他想念媽媽的時候，就會把媽媽的日記拿出來看，就得著安慰。 

    有一天他在日記當中發現：原來媽媽知道自己得癌症之後，決定再懷一個

孩子，而那個孩子就是他。他才驚覺：原來他母親在她得癌症的時候，不惜自

己的性命，要用自己的壽命來換得他的生命，所以他的存在是因為他的媽媽為

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那一天起，那個孩子對自己的認識就完全的不同，他

不會再覺得缺憾，他的生命被愛來充滿，因為他深深知道他生命的根源是來自

於他媽媽捨命的愛。 

    當我們知道我們生命的根源是來自於流血的耶穌，我們就知道我們是遠遠

高過舊約的利未人。我們不是用利益交換來的身分，而是耶穌用他自己的命、

用他流出的血買回我們的，我們是深深的被愛，我們的生命價值也是非常的

高；也讓我們覺得加入這個國度、作為祭司是無比榮耀的，我們回應他也是理

所當然的。弟兄姊妹們，你們有沒有感覺到那個價值感、還是你是很無奈的作

了這個祭司？這就是我們的根基，我們的根基是愛，是耶穌用他的血、把我們

買回的。 

 

身分具有王室權威 

    這樣的根基當中，讓我們來看我們的身分。這是貓、還是獅子？可能是有

獅子的靈魂。我們來講我們的身分。彼得前書二章 9節這邊，講到過去舊約的

君王、先知、祭司是三權分立的，因為這是一個屬世的國度，每個人有不同的

角色。但是耶穌說：他的國不在這個地上、他的國是在天上，是屬靈、屬天

的，而且他是這個國度的君王，他也是大祭司，因為神要建立的是一個祭司的

國度。所以這個國度不再需要分權，也不再需要制衡，這個國度就是祭司的國

度。所以我們這個天國的君王耶穌─也就是大祭司，他國度的子民就會跟這個

大祭司帶著同樣的特質。 



    這個國度的祭司身分當中，他也會有王室、權力的這樣一個身分，所以他

就有一個 royal priesthood，這個 royal priesthood就是說他是一個祭司，

但是卻帶有王室的權威。我要怎麼去形容這樣的感受呢？就是說你們過去有沒

有看過過去的時代劇，巡撫大人要出去辦案的時候，他帶尚方寶劍，就是看到

尚方寶劍的時候，大家就知道是看到天子一樣。我們祭司，成為君尊的祭司，

我們不只是祭司，而是我們帶有王室權威這樣的一個祭司，是天子授權的。在

這樣的身分當中，我們就可以來執行我們的任務。 

 

獻上活祭 

    What’s your mission？我們來講祭司的使命與任務。祭司的使命當然是

要獻祭，不然為什麼叫祭司呢，這就是我們被買贖回來的意義。但是我們贖罪

的祭，已經由耶穌一次的獻上，已經再也不需要獻贖罪祭了，那我們的使命到

底是什麼？ 

    去年講羅馬書的時候，我覺得這段經文非常的好─獻上活祭，這也是我們

今天唱的詩歌。祭這個字的概念就是順服、犧牲，而且他是死的；但是在這段

經文當中，它跟我們講到說：我們要獻上的是活祭，所以我們保留住順服、犧

牲這樣的概念，但是把死的、改成活的。所以活祭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就是把

自己的主權交給獻祭的對象，將主權交給他，成為他意志、或成為他生命的一

個器皿。 

    使徒行傳一章 8節也有講到「你們要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原文的意思是

你們要到地極，成為我的殉道者。殉道者就是沒有自己的意志，他為了他的

主，獻上自己的生命。所以神所要的祭，並不是說你要做什麼事情，而是你要

成為那個我要的祭，且是一個活的祭，是可以承載我的意志，並且讓我的旨意

在你身上發動的活祭。 

 

心意更新而變化 

    要成為這樣的祭，在這經文當中也有講到：要怎麼樣去成為這個祭呢？就

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因為這個世界有太多的邪惡，而是你要心意更新而變

化，查驗何為神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讓你漸漸可以成為聖潔，然後讓

你可以成為一個神可以居住的聖殿。所以我比較具象的來說，我們這個新約的

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一個移動的聖殿，不再是固定在一個地方或是說一個有

形的聖殿，而是我們每個人就是一個移動的聖殿，走到哪兒、哪兒就有主的靈

同在，所以你就是可以讓人與神和好的一個器皿。 

 

使人與神和好 

    我要這樣說─你就是神的大使，You are the ambassador of God，因為你

認識神，你成為在基督裡面的君尊祭司，有國度的概念在你裡面，所以你所到

之處就是神國度的真實臨在。就好像舊約的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俄摩拉代求，

也像摩西從西乃山上下來，看到百姓跟亞倫在那邊拜金牛犢的時候，他向神



求：能夠以他自己在生命冊上被塗抹，來交換、得到神的饒恕；也像保羅為猶

太人的禱告─他的骨肉之親，寧可他自己跟神分離，他都願意。 

    最高級的祭司表現就是在耶穌的身上，耶穌已經被釘在十字架上，然而他

一心紀念那些在處死他的時候，參與在這當中的人〈那些張牙咧嘴、凶狠惡極

的人〉。他說：主阿！赦免他們！所以這是我們祭司生命的一個典範，是為百姓

代求。人是邪惡的，但是他需要神的恩典。使人可以跟神和好這樣的一個角

色，就是我們這個活動聖殿的功能和使命。這就是我們的主、我們的大祭司。 

    當神的聖靈跟主權在你所在地方的時候，那個地方就會不一樣。就如同你

的公司、職場、家庭、學校，你會發現當你在一個地方的時候，那個地方會有

點不太一樣。有沒有？沒有就糟了！昨天我們晚上在查經、團契分享當中，有

二個姊妹的分享讓我很感動。這二位都有不約而同的一個感受，一位是在飯店

的櫃台、一位是在醫院的候診室，在沒有任何的理由之下，人家竟然就過來問

她們說：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遭遇過？我看很多人在點頭。這就表示說：在你的生命

當中，是否散發出一種 royal、有一種君尊的味道？那種君尊的馨香之氣是獨

特的、是屬乎基督的，所以在你在的那個地方就有可能有生命、和好、公義、

恩典，有人會開始來思索何謂真理，這就是我們要來醫治這個世界的最好方

式。 

 

三個認識 

    到現在為止，我們表述了新約的祭司，這個族類是個特殊的身分。讀完何

西阿書四章，我們感覺到何西阿先知心中似乎有個圖像，是神對他的啟示，是

一個完美祭司國度的圖像。有人說他可能是祭司的後代，但是這是推論，不是

說真正聖經上有記載。在第四章當中，我們看到他所診斷出來的病因就是祭司

的失能，然後我們也藉著這樣來思考在祭司這樣的職分「何謂真正的認識」，這

才能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解決當時在以色列社會的問題。 

    要治好這個病，就是這個祭司是要有三個認識─要認識他的根基是以大祭

司的血所買回的，認識他的身分是含有君王代表身分的祭司，並認識他的使命

是能夠將自己獻上、成為活祭，能夠成為移動的世界、移動的聖殿，來改變世

界，這樣三個認識使得他能夠解決剛剛何西阿所診斷出來那個認識的問題。 

    總和來說，他成了一個新的、有效的，能夠帶領人來認識神的祭司。這樣

新的族類，我們來給他定義；我希望這樣的定義，也能夠成為我們成為君尊祭

司的定義，是一個認識神，在基督裡的君尊祭司；他的使命就是要來醫治、影

響這個世界、並且宣揚他的美德，以致於祭司的國度就要完成。 

 

影響、醫治世界 

    這是我們 601次的長執同工會，這是我們的信友堂，我們知道這張照片，

我知道很神奇的表達了今天的這個題目。我們一眼望過去，這就是我們服事的

團隊。感謝主，我們是合一的團隊，是一個祭司的群體。彼得前書二章 5節這



邊講到─我們來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我們一顆一顆的活

石，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就成為靈宮，成為神居住的一個場所。我們可

以作為聖潔的祭司，並藉著耶穌基督奉獻所悅納的靈祭。 

    我們再拉遠一點點來看，在右邊有看到什麼嗎？我希望你們大聲唸出來，

是什麼？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我們成為祭司，我們的身分與使命，我們要常

常去 remind ourselves，這才是我們成為祭司的一個任務。在寓意上表達出信

友堂作為祭司國度的一份子，是在一個正確的、神所設計的藍圖裡。 

    最後我再拉更遠一點，你們還有看到什麼？沒錯，十字架就是我們的根

基。所以我們能夠在這樣的根基當中來建立教會，在教會當中我們來建立自

己。但是我們現在是如此，並不保證未來一定是這樣，因為我們需要時時的來

提醒自己：我們的根基、身分，以及我們的使命。我們對這世界要是沒有影響

力，沒有去醫治這個世界的能力時，我們作為祭司的價值就不存在。鹽失了

味，又怎能叫他再鹹呢？人點燈是要放在燈臺上，來照亮一家子的人，這一家

的人就是這世界上的人，不只是我們。我們求主讓你成為真正能夠改變、醫治

這個世界的君尊祭司。 

 

禱告 

    親愛的主，謝謝你，謝謝你用你自己的血來立下這個根基，讓我們能夠來

知道我們是有君尊身分的一個祭司，也讓我們能夠成為移動的聖殿，來醫治這

個世界。謝謝主，保守信友堂的每一位，都在你自己的根基當中來成長。謝謝

主！我們這樣禱告祈求，乃是奉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