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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備新婦作新郎的配偶（二）
讚美作王的基督—在祂自己裏，在作祂王后的召會裏，並在祂所有子孫，就是在作眾首領的得勝者裏

主今日行動的方向＃4

Ａ．主的恢復乃是爲著應驗馬太十六章十八節與啓示錄十九章七至八節—建造基督的召會並豫備基督的新婦。
Ⅰ.全本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記 Ｂ．當我們這些神的子民進入與神相愛的關係時，我們就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亞當的生命一樣。
載神如何追求祂所揀選的人，最終與 Ｃ．乃是這生命使我們能與神成爲一，並使祂與我們成爲一。
他們成爲婚配：耶利米書 2:2 你去向耶 Ｄ．我們不是藉著心思和意志遵守律法，乃是藉著愛這位作我們丈夫的主，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和性情，與祂成爲
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 一，作祂的擴大和彰顯，成爲神活的描繪。
說，你幼年的恩愛，新婚的愛情，你怎 Ｅ．我們不是遵守律法字句者，而是愛神的尋求者；我們愛那作我們的救贖主，作賜生命的靈，並作我們新郎的基
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 督。
都記得。啓 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 Ｆ．神與祂的子民要成爲一，他們之間就必須有相互的愛。
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 Ｇ．聖經中所揭示神與祂子民之間的愛，主要就像是男女之間情深的愛。
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Ｈ．當神的子民愛神，花時間在祂的話裏與祂交通，神就將祂神聖的元素注入他們裏面，使他們與祂成爲一，作祂的
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樣。
Ⅱ.詩篇四十五 Ａ．神偉大的工作乃是復興神荒涼的建造，並恢復『可拉的後裔』，藉著祂無限的憐憫和恩典，將悖逆的人變化爲基督的得勝者，使他們成
篇是所有詩篇
爲祂新婦（祂得勝的王后）的構成分子。
中最高、最大的 Ｂ．我們若是熱情愛主的人，至終就會成爲祂所愛的，祂的至愛。
一篇，是可拉子 雅1:14 我以我的良人為一束鳳仙花，在隱基底的葡萄園中。15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麗的！你是美麗的！你的眼好像鴿子。
孫的一首詩，也 Ｃ．百合花指純潔、簡單、單一的信靠神的生活。
是一首愛的歌， Ｄ．我們對主耶穌若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就會是快手的筆，照著我們對祂豐滿職事裏一切所是的經歷和享受，迅速寫出我們對祂的愛
調用百合花；這 和讚美。
篇詩讚美作王
１．詩人因作王之基督的佳美而讚美祂；基督比世 ａ．基督的嘴脣滿溢恩典。
的基督—在祂自
人更美：
ｂ．因爲那人耶穌是佳美、甜美且滿有恩典，神就受感，賜福給
己裏，在作祂王 Ｅ．詩篇四十五篇讚
祂，直到永遠。
后的召會裏，並 美作王的基督，如
ａ．在撒但和他墮落的天使眼中，基督是腰間佩刀的大能者，大有尊榮和威嚴的一位；祂的尊
在作祂眾首領
榮和威嚴乃是祂得勝的標記。
四福音所揭示的：
的得勝者裏：
ｂ．爲了真理、溫柔、公義，基督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無論地上的情形如何，無論列國在作
詩 45:2 你比世人更
詩 45:1 我心裏 美，你的嘴脣滿溢恩 ２．詩人因作王之基 甚麼，基督都得勝、亨通的坐車前往；從祂升天那日，祂就開始坐車前往；祂要繼續坐車前往，直到
湧出美辭，講說 典； 所以神賜福給 督的得勝而讚美祂： 祂在得勝裏回來。
我論到王的作
ｃ．祂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基督所行可畏的事，包括祂的釘十字架、復活和升天；主耶穌所
你，直到永遠。
品。我的舌頭是 3 大能者阿，願你
作的每一件事，無論大小，都是可畏的。
快手的筆。
腰間佩刀，大有尊
ｄ．祂的箭銳利，射中仇敵的心；眾民仆倒在祂以下。
榮和威嚴。
ａ．基督是神，祂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祂
３．詩人因作王之基督的國而讚美祂：
4 為了真理、溫柔、 詩 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7 你 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公義，願你在威嚴 愛公義，恨惡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的 ｂ．基督是王，祂愛公義，恨惡邪惡，父神
中坐車前往，無不 同夥。
用歡樂的油膏基督，勝過膏祂的同夥。
得勝；願你的右手施 ４．詩人因作王之基 ａ．祂的衣服， （1）衣服表徵基督的行爲和美德；沒藥和沉香表徵祂死的甜美；桂皮表徵基
行可畏的事。
督美德的甜美而讚美 都 有 沒 藥 、 沉 督復活的馨香和驅逐的能力。
祂：
香 、 桂 皮 的 香 （2）憑基督復活的大能，經歷祂釘死的路，乃是藉著在我們靈裏的那靈自
氣：
己。

Ⅱ.詩篇四十五
篇是所有詩篇
中最高、最大的
一篇，是可拉子
孫的一首詩，也
是一首愛的歌，
調用百合花；這
篇詩讚美作王
的基督—在祂自
己裏，在作祂王
后的召會裏，並
在作祂眾首領
的得勝者裏：

Ｆ．詩篇四十五篇藉
著對王后—召會，基
督的妻子—的讚美，
而讚美作王的基
督，如書信所啓示
的：
詩 45:9 有君王的女
兒，在你尊貴婦女
之中；王后佩戴俄斐
金飾，站在你右邊。
10 女 子 阿 ， 你 要
聽，要看，要側耳而
聽；要忘記你的民，
和你的父家；
11 王就羨慕你的美
貌。因為祂是你的
主，你當敬拜祂。

Ｇ．詩篇四十五篇藉
著讚美王的子孫，
就是作眾首領的得
勝者，而讚美作王
的基督，如在啓示
錄所見的：

詩 45:8 你的衣服，都
有沒藥、沉香、桂皮
ｂ．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
的香氣；象牙宮中有
的聲音，使祂快樂：
絲絃樂器的聲音，使
你快樂。
１．王后豫表召會，特別是得勝者，乃是基督獨一
的妻子；王后周圍的尊貴婦女，表徵基督得勝的
賓客；這指明基督的新婦實際上是一班得勝者：

（1）宮表徵眾地方召會；象牙表徵基督的復活生命；絲絃樂器表徵
讚美。
（2）眾地方召會在主眼中是美麗的，並且是祂的彰顯，乃是用基
督復活的生命建造的；眾地方召會中有讚美的聲音，使祂快樂。

ａ．君王的女兒，表徵基督君尊的信徒。
ｂ．王尊貴的婦女，表徵基督尊貴、尊榮的信徒。
ｃ．我們越聽那靈活而卽時的說話，越忘記過去，我們在基督眼中
就越美麗。
２．王羨慕王后的美貌；王后的美貌， ａ．在一節基督是王，在二節祂是人，在六節祂是神，在十一節祂是主。
表徵藉著召會所彰顯之基督的美德： ｂ．基督不僅配得召會的愛，也配得召會的敬拜。
ａ．第一件衣
（1）這件衣服相當於基督作我們客觀的義，使我們得救。
服是俄斐金
（2）王后穿戴金子，表徵召會顯出神聖的性情。
子，是用金線 （3）用金線交織成的衣服，表徵藉著死與復活受了對付的基督，乃是召會的義，滿足神公
義的要求，使召會在神面前得稱義。
３ ． 在詩篇 交織成的：
四十五篇王
（1）這件衣服相當於基督藉著那靈變化的工作，『刺繡』到我們裏面，並從我們活出來，作我
后有兩件衣
們主觀的義，使我們得勝。
ｂ
．
第二件衣
服：
（2）基督作我們主觀的義，乃是住在我們裏面的那一位，爲我們過一直蒙神悅納的生
服是刺繡的衣
活。
服：
（3）刺繡的衣服，表徵召會在婚娶時要穿戴聖徒所行的義，被引到基督面前，以滿足
基督的要求，與基督成爲婚配。
４．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眾童女要進入王
ａ．王女就是王后，表徵召會；她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表徵
宮：
榮耀的召會以基督爲君尊的住處。
詩 45:13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
用金線交織成的。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 ｂ．我們以基督爲住處，我們就成爲祂的住處，至終這相互的
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15 她
住處成爲那表徵新耶路撒冷的王宮。
們要喜樂歡欣的被引導；她們要進入王宮。
１．『你的子孫要 ａ．『列祖』在這裏表徵基督在肉身裏的先祖；『子孫』表徵基督的得勝者，作祂的後裔；『首領』表徵
接續你的列祖；
基督的得勝者，要與祂一同作王，治理列國。
你要立他們在全
ｂ．惟獨作王的基督同著在王權上作祂幫助的得勝者在地上掌權，才能解決今天世界的問題。
地作首領』：
２．基督的名要藉著得勝的聖徒，被萬代記念；並且基督要藉著祂得勝並同作王的聖徒，得著眾民的讚美。

⓵歷世紀以來，神與人有一段羅曼史。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得著一個
配偶。 神造人以後，揀選一班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作祂的配偶。全本
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這意思是說，聖經是一本非常羅曼蒂克的
書。…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滿了神對人求愛，甚至與人『約會』
的記載。在聖經裏，神一再以這種方式臨到人。…聖經也滿了神對人
的追求。雖然主說話，常像新郎與新婦談話一般，但是很少基督徒認
識祂話語的這一面；…主臨到我們，就是祂與我們『約會』，追求我們。
在職篇：認為神和我們信徒的關係是敬拜的對象與敬拜者的關係，這
是宗教的觀念。事實上，神和我們的關係是羅曼史的關係。在職生活
的每一天都是爭戰的日子。但是根據聖經在哈米吉頓的戰爭中，新婦
戰士和敵基督及其軍隊爭戰。換句話說，你若不是與主維持羅曼史、
與主親密的交通中熱切地愛主的人，就無法在主裡爭戰。與競爭公司
的激戰中，願你能夠成為新婦戰士。願神聖的羅曼史能夠成為你在職
生活爭戰的秘訣。
②詩篇四十五篇的標題稱爲『愛的歌』，而這愛是陰性的，是我們與主
之間的愛。這愛使我們成爲祂所愛的。這就是說，我們若是愛主的人，
至終就會成爲祂所愛的，祂的至愛。祂怎樣是我們所愛的，我們也照
樣成爲祂所愛的。詩篇四十五篇的主題是愛，而曲調稱爲『百合花』。
在此，愛和百合花都是說到聖徒，就是愛主耶穌的人。…這篇詩描繪
純潔、簡單、情深愛主的生活。我們對主耶穌的愛，該是滿了深情的
愛。…神極大的工作乃是復興神荒涼的建造，並恢復可拉的子孫。今
天神極大的工作，第一是恢復地方召會，第二是恢復你們許多的人。
我們許多人真是可拉的子孫。神極大的工作乃是恢復那遭撒但蹂躪，
以致荒涼的事物。我們惟有住在神的殿中，才能領悟這工作是何其
大。
學校生活篇：在民數記裡，可拉主導了對摩西和亞倫的悖逆，受神審判、
直接活著下到陰間。
民 16:1 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子，以斯哈的兒子可拉，…2 他們同以
色列人會眾中的二百五十個首領，就是有名望被選召到會中的人，在
摩西面前起來，3 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太過分了；全會眾個
個既是聖別的，耶和華也在他們中間，你們為甚麼高抬自己，超過耶
和華的會眾呢？28 摩西說… 30 倘若耶和華創作一件新事，使地開
口，把他們和一切屬他們的都吞下去，叫他們活活的墜落陰間，你們

就明白這些人是藐視耶和華了。31 摩西剛說完了這一切話，他們腳下
的地就裂開；32 地開了口，把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並一切屬可拉的人
和財物，都吞下去。
孩子悖逆父母、學生反抗師長等等，就是違背神的秩序，這是很糟糕
的罪。但是感謝神的憐憫。雖然可拉犯下這糟糕的罪，可拉的子孫在
詩篇寫下最長的一篇第 45 篇。
你不可以認為自己是很棒的人而驕傲。你裡面的真實情形是悖逆之子。
然而，就算是悖逆之子，若是謙卑地到主面前，就能夠接受恩典及憐
憫。因為你在恩典及憐憫中前進，就絕不能驕傲地將榮耀歸給自己。
從年輕時起，要學習不住地感謝主、讚美主、將榮耀歸給主。這樣，你
就能夠像可拉的子孫一樣，寫出最棒的詩篇。哈利路亞！
③基督是王，愛公義，恨惡邪惡。我們越公義，就越有權柄。然而，我
們越涉及邪惡，就越失去權柄。…〔在詩篇四十五篇七節下半，〕歡樂
的油表徵神的靈，同夥表徵基督的信徒。父神用聖靈膏了基督，勝過
膏祂的同夥，就是所有的信徒。這指明基督的權柄和國度完全是屬靈
的事。祂受了膏，目的是爲著國度。基督的權柄、寶座、權杖和其餘與
國有關的一切，都在那靈的膏抹之下，所以都是屬靈的
學校生活篇：身為基督徒，你必須要愛公義、實行義。在班上有誰被不
當地被欺負，裝作沒看到是不義的。你要運用主的智慧恰當地對付，
也要站出來反對不義。你越是憎惡各種不義、愛公義，就能夠在班上
發揮領導能力。因為越有義就越有權柄。從小在主裡慢慢學習管治所
有事物。阿們！
④〔詩篇四十五篇十節〕不是讚美，而是對王后的教導，這非常有意
義。…要聽，要忘記。所有的地方召會都必須學習如何聽，如何忘記；
如何聽那靈活而卽時的說話，如何忘記過去—忘記老舊的關係，老舊
的方式，老舊的背景。我們必須忘記我們的民，和我們的父家—『王就
羨慕你的美貌』。我們越忘記過去，我們在祂眼中就越美麗。
婚姻生活篇：婚姻生活中，不可以一直記著過去彼此的過錯和罪。神赦
免你的罪時，神就忘記它。同樣地，你應該要忘記配偶過去的種種消
極的事情。並且，在召會生活中，要仔細注意聽主每週新鮮的說話。你
要聽、要忘記，也就是你越聽那靈新鮮的說話、忘記過去的故事，在主
眼中就變得越美麗。哈利路亞！

補充 301 イエスよ！ あなたを愛します（雅歌）
1. イエス‐‐よ われ‐ なれ‐を愛す‐
なが愛‐ 引･き寄せ‐ なれ‐したう‐
なが愛‐、引･き寄せ‐ なれ‐したう‐‐
なれ‐‐愛らしい、見よ・うつくしい､ここ‐‐ろを‐引き寄せ‐‐‐る‐‐
なれ‐‐愛らしい、見よ・うつくしい､ここ‐‐ろを‐引き寄せ‐‐‐る‐‐
2. ぶどう‐‐酒より‐あま‐きあい‐
主の香‐油・かおり‐、魅りょ‐うする‐
主の香‐油・かおり‐ 魅りょ‐うする‐‐
その‐‐のいずみ、生け・るみずの井､レバ‐‐ノンよ‐りながれ‐‐‐る‐‐
その‐‐のいずみ、生け・るみずの井､レバ‐‐ノンよ‐りながれ‐‐‐る‐‐
3. 愛す‐‐るかた‐ その‐に吹き‐
こう料‐の・かおり‐ 散ら‐しませ‐
こう料‐の・かおり‐ 散ら‐しませ‐‐
わが‐‐配偶者、わが・いもうとよ、ちち‐‐みつ‐でやしな‐‐‐う‐‐
わが‐‐配偶者、わが・いもうとよ、ちち‐‐みつ‐でやしな‐‐‐う‐‐
4. 主よ‐‐なれの‐印と‐しませ‐
ねたみ‐ざ・んこく‐シェオー‐ルのよう‐
あいは‐死・のように‐つよ‐くある‐‐。
大み‐‐ずさえ、あい・を消し得ず､換え‐‐がた‐きながあ‐‐‐い‐‐
大み‐‐ずさえ、あい・を消し得ず､換え‐‐がた‐きながあ‐‐‐い‐‐
1. 耶稣！我爱你，你爱来吸引，使我渴慕亲近你，快跑跟随你。
使我渴慕亲近你，快跑跟随你。
你是我良人，哦，全然美丽可爱，我心朝夕依依恋恋的。
你是我良人，哦，全然美丽可爱，我心中所依依恋恋的。
2. 你爱，主耶稣，比酒更甜美，你膏油所发香气，使我心欢喜。
你膏油所发香气，使我心欢喜。
你是园中泉，你又是活水的井，流自利巴嫩山的溪涧。
你是园中泉，你又是活水的井，流自利巴嫩山的溪涧。
3. 来吧，我良人，同到园子里，使其中各种香气，发出并漫溢。
使其中各种香气，发出并漫溢。
我新妇妹子，我到了我的园子，尽情享受酒奶和蜂蜜。
我新妇妹子，我到了我的园子，尽情享受酒奶和蜂蜜。
4. 把我，主耶稣，铭刻你心上，嫉恨残忍如阴间，爱如死坚强。
嫉恨残忍如阴间，爱如死坚强。
众水不能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情无何能替换。
众水不能灭，大水也不能淹没，你的爱情无何能替换。

1154 Experience Of Christ - Loving Him(Song of Songs)
1. I love Thee, Jesus,
And Thy love to me
Draws me, ever to seek Thee
And run after Thee,
Draws me, ever to seek Thee
And run after Thee.
Thou art beloved,
Yea! Altogether lovely,
The One in whom my heart delighteth.
2. Thy love, Lord Jesus,
Is sweeter than wine,
And Thy fragrance of ointments
My heart doth entwine,
And Thy fragrance of ointments
My heart doth entwine.
A fount in gardens,
A well of living waters,
Which streams and flows from Lebanon's mountains.
3. O come Beloved,
On my garden blow,
That the odor of spices
May break forth and flow,
That the odor of spices
May break forth and flow.
My spouse, My sister,
I'm come into My garden
To feast upon wine, milk and honey.
4. Set me, Lord Jesus,
As seal on Thine heart;
Jealousy's cruel as Sheol,
And love's strong as death,
Jealousy's cruel as Sheol,
And love's strong as death.
Much water cannot
Quench love, nor do floods drown it.
All man could give for love is contemned.
(Repeat the last three lines of each stanz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