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荣耀回到神的殿中（鸟瞰､诗歌 775） 
Overview：神是荣耀的神，神家的神。神救恩的目标乃是在地上建造祂的居所。为了让神的荣耀回到神的家－召会，我们必须彻底地对付偶像。还有，在召会生活中，
我们该有的第一个考虑乃是主的荣耀。保罗祷告愿父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这含示荣耀作到我们的心里面。这样，召会就
被建造，神的荣耀就回到召会。 

Ⅰ．神是荣耀的神，家（殿）的神： 

Ａ．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呼召

他、吸引他，使他能跟从神；同样的

原则，神也用祂看不见的荣耀，呼召

新约的信徒。 

Ｂ．荣耀的父是借着许多儿子所彰显的

神： 

１．“父”这名称含示重生，“荣耀”这辞含

示彰显。 

２．“荣耀的父”这名称含示重生和彰显；我

们已经由神重生，是祂的彰显。 

Ｃ．创世记三十五章七节有一个新的神

圣名称—“伊勒伯特利”，神家的神： 

１．在这一章之前，神是个人的神；在

这里，祂不再只是个人的神，乃是伊

勒伯特利，就是团体身体的神，神家

的神。 

２．伯特利表征团体的生活，就是基督

的身体；因此，雅各称神为伯特利的

神时，就从个人的经历往前到团体的

经历。 

Ｄ．荣耀是神的彰显，建造是三一神团

体的彰显；因此，神的荣耀和神的建

造是并行的，因为召会作为神的建

造，乃是神团体的彰显。』 

Ⅱ．在以西结四十三章一至七节，神的荣耀回到殿中： 
Ａ．我们必须看见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之居所的异象，并领悟神的目标乃是建造。 
Ｂ．神心头的愿望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与人同住的居所；神救恩的目标乃是在地上建造祂的居所： 
１．神要召会在地上建造起来，因为祂渴望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 
２．祂这位诸天的神，要住在地上；祂所住的地方，祂的居所，就是召会。 
Ｃ．“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所踏之处，我要住在这里，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 
１．宝座是为着神的管理、行政和国度；主的脚掌是为着祂在地上的行动。 
２．离了殿作祂宝座之处，作祂脚掌所踏之处，主就没有祂在地上行政和行动的根据。 
３．只有建造起来的召会才能给主立场，以执行祂的行政，并在地上行动；不仅如此，召会是主能居住而得安息与满足的地
方。』 

Ｄ．因着殿中的偶像，神的荣耀就逐步退出，先离开殿，然后离开城，最后离开祂的百姓。 
１．主的荣耀离开，表征神的显现离开召会。 
２．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乃是神审判的结果： 
ａ．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这件事是第二次发生： 
（1）在西乃山下，当帐幕立起时，主的荣耀充满帐幕。 
（2）后来，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主的荣耀离开了帐幕；这意思是说，神放弃了帐幕。 

ｂ．在所罗门的时候，圣殿建造起来，主的荣耀回来充满殿。 
ｃ．主的荣耀留在殿里，直到以西结看见主的荣耀离去，离开了殿和城，停在橄榄山，最终回到诸天之上；那就是主的荣耀
离开了。』 

Ｅ．神的荣耀归回，在于殿的建造： 
１．以西结在他早期的职事里，看见主的荣耀离开殿；但在他晚期的职事里，看见荣耀回到主的殿中。 
２．主的荣耀归回，因为神的殿建造完成： 
ａ．荣耀从东归回，就是从日出的方向归回；日出的方向表征荣耀；主从荣耀归回。 
ｂ．主的荣耀由东门进入殿中；东门乃是为着主的荣耀： 
（1）在召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门是东门，就是向着主的荣耀敞开的门。 
（2）在召会生活中，我们该有的第一个考虑乃是主的荣耀。 

３．主渴望回到地上，但为着主回来，祂需要有居所—作祂宝座之处和脚掌所踏之处： 
ａ．祂的居所就是召会，是祂在地上行政和行动的根据。 
ｂ．神不是仅仅关切得救或属灵，乃是关切建造。 
ｃ．今天召会若是符合以西结书里所说神圣别建造的一切细节，因而在每一方面被建造起来，神就会荣耀地住在召会中。 
ｄ．若要让荣耀的神住在召会中，召会就必须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居所。』 

Ⅲ．在约翰福音里，我们看见在神建造里
之神的荣耀： 
Ａ．基督，那成了肉体的话，乃是充
满荣耀的帐幕和圣殿。』 
Ｂ．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的
结果，乃是父的家作为神人二性扩大
的宇宙合并。 

Ｃ．按照约翰十七章二十二节，信徒
的一就是在神圣荣耀里的一，为着团
体地彰显神；在这个一的这面，信徒
享受父的荣耀作他们那被成全之一的
要素，得被建造而团体地彰显神。 

Ⅳ．以弗所三章启示，神在召会里得着荣耀： 

Ａ．保罗祷告，求父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加强众圣徒；这含示神

的荣耀可以作到圣徒里面。 

Ｂ．在二十一节保罗说，“愿在召会中，……荣耀归与

祂”；这含示神的荣耀作到圣徒里面之后，又回到神

那里： 

１．这荣耀同着神到我们这里来，在作到我们里面之后，要

同着我们回到神那里。 

２．神的荣耀作到召会中，神就在召会中得着彰显。 

３．在召会中荣耀归与神，就是神在召会中得着荣

耀。 

Ⅴ．新耶路撒冷一个显著的特色，乃是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彰显： 
Ａ．我们已被命定要得这荣耀，并蒙召来得这荣耀： 
１．我们正在变化进入这荣耀，并要被带进这荣耀里。 
２．我们要与基督同得这荣耀，在新耶路撒冷里带着神的荣耀作神团体的彰
显。 

Ｂ．新耶路撒冷全城要带着神的荣耀，这荣耀就是神自己透过那城照耀出
来： 
１．神的荣耀实际上将会是新耶路撒冷的内容，因为这城将完完全全充满了
神的荣耀；这指明这城乃是团体地盛装神并彰显神的器皿。 

２．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得显明；新耶路撒冷满了神的荣耀，这件事的意思
是神在这城里得显明。 

３．今天召会生活也该有神的荣耀，在这奇妙的神圣属性上显明且彰显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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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使徒7:2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的时候，荣耀的神

向他显现，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創35:7 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并且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因为当他逃避
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启示祂自己。 
第二日：结43:7 …人子阿，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所踏之处，我要住
在这里，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
的召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第三日：结8:3 …灵就…在神的异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
在那里有触动主妒忌之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妒忌的。 
结10:19 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举起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
旁边。他们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11:23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出40:34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第四日：结43:2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的路而来，祂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
音，地就因祂的荣耀发光。 

4-5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进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正当那
时，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林前10:31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作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第五日：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
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2:1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 
彼后1:16 我们曾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祂的来临告诉你们，并不是
随从乖巧捏造的虚构无稽之事，乃是作祂威荣的亲眼见证人。17 因为祂从

父神领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显赫的荣耀中，有这样的声音向祂发出：这是
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18 我们同祂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
上发出。 
第六日：弗3:16-17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
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
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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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
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 
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申言笔记》 
 
 
 



经历①：看见神家的神之异象，在召会生活中丰富地经历神 

在创世记三十五章我们看到一个重要且根本的转弯。不过，很少神的儿女欣赏这

点。他们一再读本章，却没有看出其中所包含根本的转弯。在本章之前，神是个人的

神；祂是亚伯的神，以挪士的神，以诺的神，挪亚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

在这里，祂不再只是个人的神，乃是伊勒伯特利，神家的神。在希伯来文里，“El”的

意思是神。在伊勒伯特利这名称里，希伯来文的字首和字尾两次用到“神”字。就一面

的意义说，神家的神是双倍的。我们必须承认，对这点我们还没有多少经历。但是感谢

主，我们在进入召会生活以后，对于神是我们这班团体子民的神有了一些经历。在召会

生活中，我们经历神的确是团体的，而不仅是个别的。我们都能见证，我们在召会生活

中所经历的神，比我们在个人生活中所经历的要丰富、甜美得多。这就是为何我们喜欢

花更多的时间在召会生活中。在个人方面，我们可以经历亚伯拉罕的神或以撒的神，但

是我们不能经历伯特利的神。我们只有在召会生活中，才能经历神家的神。 

中高中生篇 

创 35:7 他（雅各）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并且称那地方为伊勒伯特利，因为当他逃

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启示祂自己。 

到 34章为止，神是个人的神。但在创世记 25章出现了“伊勒伯特利”这个

词。意思是神家的神。从 35章开始，神是神家的神。因为，神的心意是得着召

会，神的家。 

你不能只个人的经历神。请在召会生活中与弟兄姊妹一同享受神。在你学生生

活中经历神如果不是为了召会也不会受到祝福。因为我们的神是神家的神，召会的

神。没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像召会生活一样摸着神的心意，蒙神悦纳的。 

弗1: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

等丰富； 

在召会生活中，不可以只用肉眼从外表上看待弟兄姊妹。你的心眼要被光照，

要清楚地看见神家的神，召会生活中神祝福的异象。 

在召会生活中有以下的祝福。 

ⅰ）有享受、有喜乐：属世的享乐也会有开心，但那只是短暂转瞬即逝的，而且与罪相瓜

葛。因此，属世的享乐的结果有时就会被卷进淫行、暴力等。例如，大学生很喜欢聚在一起

热闹。喝酒，热闹之后，住在人肉体的罪就被释放，就会陷入淫行、暴力。但召会生活的享

受是纯粹的，满了变化你魂的基督。享受主，就能在困难的环境中也感到喜乐，积极地过学

生生活。 

来 11:25 …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  

ⅱ）有保护：在召会生活中，基督成为避暴雨的隐秘处，保护你。保守你远离很严

重的欺负，被同班同学完全无视的暴雨。 

赛 32:2 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雨的隐密处， 
请你首先用你的心眼看见召会生活中神的所在。在这个异象的基础上，实行召会生

活。这样，你就会被祝福。 

经历②：神的荣耀回到神的家中 

我们要领会主的荣耀为什么归回，这是很重要的。主的荣耀归回，

因为圣殿建造完成了。这是要紧的点。主何等渴望回到地上！然而，祂

要回来，需要一个给祂脚掌停歇的地方，需要一个祂能落脚的地方。祂

的住处，祂的殿，就是祂在地上能落脚的地方。 

历世纪以来，仇敌狡猾的使基督徒对建造一无所知。基督教教师非

常强调得救的事，也强调一点属灵的事，但他们很少强调建造的

事。……建造一点不差就是召会。 

今天主不仅仅关切个人的属灵。即使有许多像但以理那样属灵的人

在巴比伦被兴起，主的荣耀也不会到那里去充满他们。主的荣耀不是回

到但以理那里；反之，主的荣耀乃是在圣殿重建以后回到殿中。 

在职青年篇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要完全地恢复正常的召会生活。现在所有的信

徒为着召会的建造而在地上。在每天的召会生活里，需要经历基督、建

造召会。保罗为着召会的建造，如下祷告。 

弗 3:14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藉着祂的

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

们心里…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

深，19 …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21 愿在召会中…荣耀归

与祂…阿们。 

为着召会的建造，请在你的在职生活和召会生活中，经历以下的事。 

ⅰ）首先，你重生的灵得加强、焚烧：实行“晨晨复兴”，每天一开始

就要让灵得加强、灵里焚烧。然后一天都需要在灵里焚烧。在灵里

焚烧的人能够敢于应对工作中突然的变化和困难。如果灵里不焚烧

就不能注意到环境中的大改变，只能按照老一套的办法应对，那注

定失败。 

ⅱ）其次，让基督安家在你心里：灵得加强之后，你要将心思联于灵，

让基督从你的灵里扩展到你的心思里。将心思联于灵，是在职生活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秘诀。如果不将心思联于灵，就不能在在职生活

中享受基督的丰富、不能活出基督。你不能把基督忘记在会所。你

一定要带着基督去上班。这件事在于你是否敞开心思、将心思联于

灵。如果你能将心思联于灵，在基督的心思中处理业务的，你就会

被祝福。 

ⅲ）和众圣徒一同经历基督的阔、长、高、深，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召会生活中的基督是丰富的、立体的。请和弟兄姊妹一同过召会生

活。然后信靠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进一步为着召会的建造，

过有见证的在职生活。愿主为着召会的建造祝福你的在职生活。阿

们！ 



７７５番 

1. 主はからだ、はなよめをあがないて、 

主のゆたか満たし、主をひょうげんす。 

主はしょう会のすべて、しょうかいは主述べ、 

主がしみわたり、また主とえい光分かつ。 

（復） 見よ、主のしろ！ えい光に満つ！ 

     そはまったきかみのひょう現なり。 

2. かみとひとが混ざり合うはおく義； 

ひとが栄光に満つかみをやどすは、 

かみのゆたかしめす宇ちゅうのうつわぞ； 

きよさと混ざりつつ、うるわしさ表現す。 

3. 変えられしたみの生けるたい系は、 

しん珠や宝せきのとうときがごと。 

かみのみかたちへとかたちづくられる； 

ちゅう心なる御座より生けるみずながる。 

（復） キリストなるいのちの木は、 

     ゆたかにしん鮮な実をむすぶ。 

4. せい金のしょくだい、あかりは主なり、 

主はかみのえい光、聖れいで照らす。 

ひとはかみに住みて、かみはひとに住む、 

これぞかみの永遠のけいかく、もくてき。

775 终极的显出─圣城 

1. 哦主耶稣，你的赎民是你身体并新妇， 

作你丰满、作你表现，使你彰显你丰富。 

你永是她一切一切，她是你恩的宣告； 

你要将她完全浸透，要她有分你荣耀。 

（副）看哪，神的圣城！满了神的光明！ 

      这是神完满的表现，永显于人性。 

2. 是神与人完全相调，大哉，敬虔的奥秘； 

神的荣耀，丰满、灿烂，人作神居，荣无比。 

是一宇宙伟大器皿，全然表现神丰满； 

完全调着神的圣洁，使神荣美得彰显。 

3. 乃是神所变化的人，一个永活的组合； 

如同珍珠、宝石珍贵，与神荣形相符合。 

从神宝座─她的中心，流出生命的活水； 

基督在此作生命树，结出鲜果，丰而美。 

看哪，神的圣城！满了神的光明！ 

这是神完满的表现，永显于人性。 

4. 是一永远精金灯台，托着基督作明灯； 

神在基督作她荣光，藉着圣灵来照明。 

乃是终极、完满表现，是神调人的建造； 

乃是神、人互作居所，是神计划的目标。 

976Ultimate Manifestation - The Holy City 

1. Lord Jesus, Thy redeemed ones 

Are Thy Body and Thy Bride; 

As Thy fulness, Thine expression, 

In her Thou art glorified. 

Thou, her all in all forever, 

She Thy riches doth declare; 

Thou dost fully saturate her 

And Thy glory with her share. 

(C) Lo, the holy city, 

   Full of God's bright glory! 

   It is God's complete expression 

   In humanity. 

2. God with man completely blended, 

Mystery of godliness, 

God in glory, full, resplendent, 

Man, His dwelling, doth express; 

'Tis a vessel universal 

All God's fulness to express. 

All His beauty manifesting, 

Mingled with His holiness. 

3. 'Tis a living composition 

Of the saints He hath transformed; 

As the pearls and stones most precious, 

To His image they're conformed: 

From the throne of God, its center, 

Flows the living water free; 

Christ the tree of life doth flourish, 

Bearing fruit abundantly. 

4. 'Tis th' eternal golden lampstand, 

Holding Christ, the lamp of light; 

God in Christ the light of glory 

As the Spirit shineth bright! 

'Ti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Man in God and God in man; 

'Tis their mutual habitation, 

Goal of God's eternal p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