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1）
帳幕與祭司體系
Ⅰ．生命與建造是聖經基本且中心的啓示：
Ａ．生命是爲着建造，就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而建造是本於生命：
約翰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１．生命是內容，建造是這內容的團體彰顯。。
２．生命是神自己，建造是三一神作生命在團體生機實體裏的彰顯。
馬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
勝過她。
羅馬書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Ｂ．生命是具體化身在基督裏的三一神，實化爲靈，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給我們享受；
建造是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神屬靈的殿，作神的擴大和擴展，使神得着團體的彰顯。
歌羅西書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
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Ｃ．約翰福音啓示，三一神正在將祂自己作爲生命分賜到祂的信徒裏面，以及信徒由於這
分賜的結果，成爲神的建造，就是祂的擴展、擴大、和團體的彰顯。
約翰1: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10:10 賊來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Ｄ．主的恢復乃是恢復生命與建造，使我們被建造成爲召會，作神的家和基督的身體。
以弗所書2: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
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
Ｅ．聖經的中心異象—建造神的家—可說是全本聖經最精采的部分，也可說是從全本聖經提
煉出來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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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Ⅱ．在出埃及記神聖記載的順序裏，祭司體系在帳幕之後：
出27:20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搗成的純橄欖油拿來給你，為點燈用，使燈常常點著。21
在會幕中見證櫃前的幔外，亞倫和他的子孫，從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華面前整理這燈。
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Ａ．出埃及二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節啓示，有了帳幕以後，立刻需要祭司點燈；從屬靈方面
說，這指明祭司體系和帳幕乃是一個實體。
Ｂ．按豫表，祭司體系和帳幕作爲一個實體，表徵由神的贖民所組成的召會，乃是屬靈的殿
和祭司體系。
出25:8 他們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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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Ｃ．藉着出埃及記裏的圖畫，神啓示出祂的贖民旣是帳幕，也是祭司體系；在新約這兩個豫
表的應驗裏，帳幕和祭司體系被擺在一起：
１．在舊約裏，殿和祭司體系是分開的，但在新約裏，屬靈的殿就是祭司體系，祭司體系
也就是屬靈的殿。
２．我們不能有祭司體系而沒有帳幕，也不能有帳幕而沒有祭司體系。
３．我們若不是屬靈的殿，就不會是祭司體系；照樣，我們若不是祭司體系，就不會是屬
靈的殿。
４．召會作爲居所和祭司體系的雙重功用，乃是由帳幕和祭司體系所豫表。

在出埃及記這卷書的豫表裏，神用兩件事物來描繪召會的功用。首先，召會的功用是
作神的居所；沒有召會，神就無家可歸。…召會的另一個功用是事奉神。我們給神一個
居所，同時我們也事奉祂。
2・火

Ⅲ．在出埃及記裏，帳幕在祭司體系之前題到，乃是強調信徒需要被建造成爲神的居所，使
他們能成爲團體、配搭的祭司體系事奉神：
出27:21 在會幕中見證櫃前的幔外，亞倫和他的子孫，從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華面前整
理這燈。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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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Ａ．祭司體系乃是建造在一起的祭司團，作爲一個實體共同生活並事奉。
Ｂ．沒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體系：
１．祭司體系不是單個的信徒，乃是團體的；祭司體系是由建造在一起的祭司所組成的。
２．祭司體系的事奉乃是在配搭裏團體的事奉；這種團體的事奉乃是主今天所尋求的。
３．沒有建造，祭司體系就會崩潰；沒有建造，我們就無法有祭司體系。
Ｃ．祭司的事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
以弗所書2: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
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
１．我們的工作一面是被建造，另一面是建造。
２．我們是被建造而建造；這纔是真正作祭司事奉神。
３．作祭司事奉神，就是建造神的居所，那也是被建造。
４．我們無法將祭司的事奉和建造分開；我們惟有被建造，纔是正確的祭司，施行真實建
造的工作。
５．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乃是事奉的基本條件；我們若沒有被建造，就無法事奉。
６．我們被建造成爲祭司體系，纔能有蒙神悅納的工作。
７．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光，給我們看見，祭司體系必須就是建造，並且是爲着建造。
3・水

Ｄ．旣然祭司體系等於殿，而殿在於建造，祭司體系也就需要眾聖徒被建造：
彼得前書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7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
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１．彼前二章五節裏殿和祭司體系的順序，乃是基於出埃及記裏的順序。
２．因着需要建造，所以召會必須先是神的殿，然後纔是祭司體系。
３．建造與配搭有關；惟有當我們被建造並配搭到建造裏，我們纔有立場事奉主。

假設我們在…建造會所時，只是把所有的材料堆放在一起，除此以外甚麼也不作；有些材
料很美觀，我們也許很欣賞，但我們不會有會所，不會有一棟建築物供我們在其中聚會。無
論是房子，或是會所，都必須把材料建造在一起。祭司體系的原則也是一樣。旣然祭司體系
等於殿，而殿在於材料的建造，祭司體系也就需要眾聖徒的建造。…彼得寫彼前二章五節，
囑咐並鼓勵我們要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我們已經強調過，這個屬靈的殿就是聖別的祭司
體系你也許會希奇，爲甚麼這節經文先題屬靈的殿，後題祭司體系？這個順序乃是基於出
埃及記先有帳幕，然後有祭司體系的順序。祭司體系必須在作爲居所的帳幕之後。屬靈的
殿爲甚麼也必須在先？爲甚麼召會必須先是神的殿，然後才是祭司體系？答案在於：我們
必須建造在一起。因着需要建造，所以召會必須先是神的殿，然後才是祭司體系。… 聖經
裏所強調的，不是如何成聖或屬靈，乃是強調神的建造。
以舊約的事奉爲例，祭司到殿裏燒香，可能是一個一個獨自進去，但燒香的整件事是
在祭司體系裏。
4・木

４．我們惟一的需要就是被建造：
以弗所書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
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哥林多前書14: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
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ａ．聖經裏所強調的，不是如何成聖或屬靈，乃是強調神的建造。
ｂ．真實的屬靈乃是建造的事；沒有建造，沒有屬靈的殿，就沒有聖別、屬靈、或屬靈的能力。
ｃ．要成爲聖別、屬靈、有能力，惟一的路就是被建造到神的建造裏。

在我早期作基督徒的那段時間，我沒有看見建造的重要。因着主的憐憫，我從得救之
後，就很愛主。五十多年來，我對祂的愛從未止息。不僅如此，我還花了許多時間尋求祂。
我也追求聖別、屬靈和能力。我讀了許多論到這些主題的書籍。然而，我追求聖別、屬靈
和能力的結果卻失敗了。最終我學得，要成爲聖別、屬靈、有能力，惟一的路就是被建造
到神的建造裏。
ｄ．我們若要蒙保護，就必須建造到神的建造裏；屬靈不是我們的保護，神的建造纔是。
ｅ．甚至那些最屬靈的基督徒，他們生活中的短處也是由於缺少建造。

在成全訓練的信息中，我們談到意見和乖僻的難處。但無論你怎樣操練自己來解決意
見和乖僻的難處，你若沒有被建造起來，那些信息沒有一篇會對你有幫助。我們惟有建
造在一起，意見和乖僻的難處才能受到對付。只要你願意被建造到神的建造裏，並實際
的被建造進去，意見和乖僻的難處就會消失。…我們惟一的需要就是被建造進去。…真
實的屬靈乃是建造的事。沒有建造，沒有屬靈的殿，就沒有聖別、屬靈或屬靈的能力。一
位弟兄也許看起來很親切、聖別和屬靈，但這位弟兄若沒有建造到神的建造裏，他外表
上的屬靈財富就會成爲屬靈的破產。
5・金

Ⅳ．神惟一的目標乃是建造：
Ａ．神的目標始終是建造。
Ｂ．在永世裏神所要的是新耶路撒冷，今天祂所要的是召會。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
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Ｃ．我們若不讓主在我們中間得着建造，就神的定旨而論，我們便是失敗的：
以弗所書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１．神子民中間的光景令人失望灰心，乃是因爲缺少建造。
２．主還無法達到祂對建造的目標。
３．我們若離開了神的目標，就不可能作甚麼以完成神永遠的定旨。
馬太7:21 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
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Ｄ．神要那些能和神子民在一裏同居，配搭成爲一體，成爲祂居所的人。
詩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Ｅ．我們都必須看見，主恢復的目標乃是要恢復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和一切，好叫我們被變
化，並被建造：
歌羅西書3: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
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哥林多後書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
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１．我們同被建造時，神就得着一個建造。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1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10 我在靈裡，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
路撒冷指給我看。
２．這個建造乃是祭司體系。
6・土

經歷（在職篇）：
① 加拉太書5：19 肉體的行為，都是明顯的，就是淫亂、污穢、邪蕩、20 拜偶像、邪術、仇恨、
爭競、忌恨、惱怒、私圖好爭、分立、宗派、21 嫉妒、醉酒、荒宴以及類似的事；關於這些事，
我現在事先告訴你們，正如我先前說過的：行這樣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國。22 但那靈
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23 溫柔、節制；

生命是爲着建造。生命是內容，建造是這內容的團體彰顯。所以如果我們有生命，正常而言，
我們就應當有建造。…生命與建造是聖經基本且中心的啓示。我們看見，聖經一開始就說到生
命爲着建造。生命是源頭，建造是生命的結果
當你信入主耶穌的時候，神的生命就進到你裡面。你藉著呼求主名、禱讀主話，就能夠
享受這生命。但是，神的心願不只是要你有生命和享受生這生命而已。外面的彰顯也必須
要改變。換句話說，對你的家裡的孩子或配偶的彰顯、在職場生活中對同事或上司的彰顯，
已經不是出於自己的肉體，應該要變成出於神生命之靈的東西。神對你的心願，乃是生命
和建造，建造包含彰顯的改變。
② 哥林多前書14: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
訓，或有啟示，…凡事都當為建造。

在成全訓練的信息中，我們談到意見和乖僻的難處。但無論你怎樣操練自己來解決意
見和乖僻的難處，你若沒有被建造起來，那些信息沒有一篇會對你有幫助。我們惟有建造
在一起，意見和乖僻的難處才能受到對付。只要你願意被建造到神的建造裏，並實際的被
建造進去，意見和乖僻的難處就會消失。
你的乖僻會損害你的用處。雖然乖僻不是罪或錯，因著不平衡、有太堅持的部分，會阻
饒和他人之間的和諧，會使專案的進行方向偏了。然而靠自己的努力對付乖僻事實上是
不可能的。但是感謝神。你在召會生活中與弟兄姊妹一同配搭，服事的時候，會暴露出你
乖僻的地方。這時你要承認你自己的乖僻，就能進到至聖所與主有親密的交通。這樣與弟
兄姊妹一同被建造時，就能夠變化、調整你的乖僻，變得正常。結果就是能夠提高你的用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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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601
1248 The Church - Consecration For The Church
1. おもい出そう、ダビデのちかったこと、
3. O Lord, against these days,
「わが家や入らず、目にねむりあたえず、 1. Recall how David swore,
"I'll not come into my house,
Inspire some for Your building,
主のためところを見いだすまでは」。
Nor go up to my bed,
Just as in David's day —
全能者の住まいを絶えずもとむ。
Give slumber to mine eyelids,
A remnant who are willing
2. 主のいえ、いまこう廃しているのに、
Until I find a place for Thee,
To come and work in Your house,
何たる盲もく、主よ、われたおしませ。
A place, O Lord, for Thee."
Oh, what a blessed charge!
Our mighty God desires a home Your heart's desire, is our desire —
やま行き、木を切り、いえを建てよ。
Where all His own may come.
We come, O Lord, to build.
いつかと言わずに、いま建造せよ。
2. How blinded we have been,
4. Within those whom You'd call
3. 主よ、われらをなが建ぞうのために、
Shut in with what concerns us;
Put such a restless caring
ダビデの日のようけいはつしませ。
While God's house lieth waste — For building to give all —
主のいえ建造する、何とさいわい。
Lord, break through, overturn us; These times are for preparing;
ながねがいわがねがい、建造をもとむ。 We'll go up to the mountain,
The gates of hell cannot prevail
4. 建造のために、そなえするようにと、
Bring wood and build the house; Against the builded Church!
なれの召しにいま、われはこたえる。
We'll never say, "Another day!"
The hours are few, the builders too —
It's
time!
We'll
come
and
build!
Lord, build, O build in us!
建造された召かい、陰府(よみ)のもんも
打ち勝つことなし、主よ、建造せ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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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603 建造当趁今日
记得大卫起誓：“我不进我的帐幕，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打盹闭目，
直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安息之处。”全能的神巴望有家使属祂者可住。
我们何等眼瞎，只顾自己的事务，任凭神殿荒凉─哦主，你必须有路！
我们情愿上山取木，为建你殿劳碌；绝不再说：“且等明日，”建造当趁今日！
哦主，此时此境，激动人起来建造，正如大卫之日，自动答应你呼召。
同心合意，配搭一起，受此托付，多好！我们所喜，是你心意，主，我们来建造。
主，为着你召会，叫我们废寝忘食，为建造献一切─专心预备你居所！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已建成的召会。时候不多，建造我们，让你能早归回！
(重复最后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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