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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书结晶读经（二）#8
被神的建造所量度（鸟瞰､诗歌 606）
Overview：纲要Ⅰ和Ⅱ表示整本圣经和以西结书的主题和目标是神的建造。Ⅲ Ⅰ．整本圣经是 Ⅱ．以西结书开始于主荣耀显现的异象，结束于
基督是建造的材料，Ⅳ为了神的子民成为建造的材料，他们必须被神的殿所量 一本建造的书； 神那圣别建造的异象；这指明主的荣耀、神的审
圣经的主题乃是
度，被暴露，被圣别，Ⅴ表示召会生活，身体的生活我们属灵最大的试验。 神的建造。
判和主的恢复，都是为着神那圣别的建造。
Ⅲ．按照撒下七章十 Ⅳ．主嘱咐以西结将神的殿指示神的百姓，使他们被神的殿所量度，而因自己的罪孽惭愧：Ⅴ．身体生活是我们属灵最大的试验；我们若不
二至十四节上半之 Ａ．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殿，核对以色列人的生活、行为；在以西结书里，神用殿量度祂的百姓： 能通过身体生活的试验，我们的属灵就不真
预表的预言，基督既 １．因为神的殿要作他们的规律，所以神就嘱咐以西结将殿的设计指示他们。
实：
是那建造召会作神
２．神的殿是规范，百姓若在这规范的光中察验自己，就会知道自己的缺点。
Ａ．属灵是身体的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在
的殿者，也是用以建 ３．百姓的生活必须符合神的殿。
身体里，都是经过身体，也都是为着身体的。
造召会的元素：
Ｂ．我们需要从以西结书看见，内住基督的要求乃是照着祂的殿；每个人都必须照着神殿的尺寸 Ｂ．在身体里不能有独立或个人主义：
Ａ．基督是殿，祂的 被量度并核对：
１．在身体生活里，个人主义的想法和行动就
身体，基督也是建造 １．我们的行为和举止不但该照着道德规则和属灵原则受察验，也该照着召会，照着神的 除去了。
者。
殿受察验。
２．个人主义在神眼中是可恨的；身体的仇敌
Ｂ．基督建造召会乃 ２．我们主要的关切不该在于循规蹈矩，或成为属灵的，乃该在于符合神的殿：
是己，那独立的“我”。
是借着将祂自己建
ａ．我们也许没有“严紧的窗棂”；这些窗棂表征赐生命之灵的交通，使神圣的相交一 Ｃ．我们必须保守身体的一并实行相调；相调
造到我们里面，就是 直敞开，又防止一切消极事物的侵入。
对保守基督身体的一，是最有帮助的。
借着进到我们灵里， ｂ我们需要用建造来核对我们的人性，并接受耶稣的人性作我们的人性。
Ｄ．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
并从我们灵里将祂
ｃ．我们也许领悟我们仍是“光滑的木头”，还没有经历过神的“雕刻”，因此没有那 能而模成基督之死的一个团体生活。
自己扩展到我们的
雕刻在墙上的基路伯和棕树所表征基督荣耀形像和得胜的。
Ｅ．基督身体的实际，乃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
心思、情感和意志
ｄ．我们需要被量度，看看我们是否有适当尺寸的“木头”，并且不是独立的，而是被 里；身体要求信徒完全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
里，以占有我们整个 建造进来。
Ｆ．唯有基督是身体的头，只有祂有权柄指挥
魂。
３．我们所是和所作的若不能符合神的建造，在神看来就算不得什么。
祂身上肢体的行动。
Ｃ．这建造就是神性 Ｃ．“以下是殿的法则：殿在山顶四围的全界，乃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Ｇ．我们必须有身体感，顾到身体的感觉和身
与我们蒙救赎、复活 １．在山上就是在复活里，并在升天的地位上；这指明召会生活必须是高的，在山顶。 体的平安。
并被拔高之人性的
２．召会也必须是圣的，从一切属世的事物分别并圣别出来。
Ｈ．身体长大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是我们认清自
调和，成了神的居所 ３．神殿的法则与神的特性有关：
己的度量，不越过这度量。
和我们的居所—相
ａ．神是高的神，就是在复活并升天里；祂也是圣的神。
Ｉ．身体有正确的等次；因此，我们应当承认
互的住处。
ｂ．照样，在地位上召会是高的；在性质上召会是至圣的。
并尊重身体里的等次。
Ｄ．至终，这建造将
ｃ．在召会生活里，我们若在复活里，并在升天的地位上，并且我们若是至圣的， Ｊ．彼此互相是身体的特征；我们在身体里的
终极完成于新耶路
那么我们就能作神的住处。
关系乃是彼此互相、互相倚靠的关系。
撒冷，直到永远；在 Ｄ．今天大多数信徒觉得，道德的规律和属灵的原则足以作行为和举止的规则；很少人领 Ｋ．神圣的交通就是活在基督身体里的实际。
新耶路撒冷里，神的 悟，我们的行为和举止不但该照着道德规则和属灵原则受察验，也该照着召会，照着神 Ｌ．我们需要顾到身体的长大，以及身体在爱
赎民是帐幕给神居
的殿受察验。
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住，而神自己是殿给 Ｅ．今天主所关切的不是律法，乃是殿；祂所关切的不是属灵，乃是召会：
Ｍ．我们应当一直考虑到身体、顾到身体、尊
祂的赎民居。
１．主在意召会，就是祂宝座之处，祂脚掌所踏之处，祂能居住，得着安息和满足的 重身体，并且作任何事都要对身体最有益处。
(第一日和第二日)
地。
Ｎ．得胜者看见身体、认识身体、顾到身体、尊重身
２．因为主这么在意召会，祂的殿，我们也该在意召会作祂的殿，并且使自己与殿 体、作身体的工作；并且他们持守基督身体（就是
符合。
基督在地上的继续和延展）的每一个原则，使基督
得着完满的彰显。

Ⅰ．整本圣经是一本建造的书；圣经的主题乃是神的建造。
出 25:8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撒下 7:12-14 下 你在世的日子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兴起你腹中所
出的后裔接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13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
的国位，直到永远。14 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他若有了罪孽，我必用
人的杖，用世人的鞭责打他；
弗 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第一日）
马太 16:18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第二
日）
Ⅱ．以西结书开始于主荣耀显现的异象，结束于神那圣别建造的异象；这指明主
的荣耀、神的审判和主的恢复，都是为着神那圣别的建造。
结1:1 …那时诸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异象。
Ⅲ．按照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上半之预表的预言，基督既是那建造召会作神的
殿者，也是用以建造召会的元素：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第二日）
提前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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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主嘱咐以西结将神的殿指示神的百姓，使他们被神的殿所量度，而因自己的
罪孽惭愧：
结43:10-11 人子阿，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
要他们量殿的尺寸。11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设计、布
置、出入之处、全部的设计和一切的定例，就是全部的设计和一切的法则，指示
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下来，使他们谨遵殿的全部设计和一切定例去作。
结40:16 在门洞里面周围，卫房并墙柱间都有严紧的窗棂；廊子里面周围也有窗，
墙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腓2: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成为人的样式；8 既显为人的样子，就
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四日）
结43:12 以下是殿的法则：殿在山顶四围的全界，乃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弗2:5 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你们得救
是靠着恩典，）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第
五日）
Ⅴ．身体生活是我们属灵最大的试验；我们若不能通过身体生活的试验，我
们的属灵就不真实：
弗4:16 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
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
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林前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第六日）

申言笔记

经历①：召会建造的唯一材料乃是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在撒下七章，大卫像我们许多人一样，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神需要人为祂有所
建造。有人听见这说法会问，既然今天我们都在努力建造召会，这样的观念怎么会错？
建造召会难道不是为神有所建造么？要回答这问题，我们必须领悟，表面上是我们在
建造召会；实际上乃是神以基督为独一元素在建造召会。当我们准备要借着为神说话
来作建造的工作时，祂可能会核对我们，说，“你想要建造我的殿么？你要用什么材
料来建造？”我们若说，我们是用基督来建造召会，神可能会问我们，我们有多少基
督？这就暴露我们缺少基督。我们需要的不是仅仅名义上和知识上的基督，我们需要
的乃是真实的基督，就是在复活里作为那灵的基督。我们都需要多而又多的基督。
我们可能有许多圣经知识，也能教导人圣经，但这不是建造召会的路。
召会不是凭圣经的知识来建造，乃是以基督为独一的元素来建造。许多时候，
我试着要以基督来建造圣徒，事后我必须问自己：“你将多少基督真实地供
应给圣徒？你是仅仅供应关于神经纶的道理和高的真理，还是供应真实、真
正的基督，就是在复活里作为那灵之基督的实际？”那时我必须承认我缺少
基督，并且悔改，说，“主啊，赦免我；我仍然缺少你。我需要你作到我里
面；我需要你更多地构成到我里面。”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者的你，在认识到神殿的建造是终极目标的同时，还要认识到
建造的材料是你所经历的基督。

林前3:10 …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11 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
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银、
宝石，木、草、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13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
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是那一种
的。
神殿建造的材料就是表示对基督各种各样经历的金、银、宝石。如果你
用自己天然的方法和能力建造的话，就是在用木、草、禾秸建造，其结果不
是建造，而是破坏。在这里，请你认识到，你的血气和能力不可能成为建造
的材料。
你服事的动机，决不能是嫉妒和寻求自己的荣耀。不可以辩解说无论动
机怎样，只要目的是对的不就可以了吗。因为，服事的动机，直接与建造的
材料相关联，一切不纯的动机都要借着认罪被对付。还有，在服事的时候，
你不可以凭靠自己天然的能力和智慧。凭靠天然的能力和智慧，就是不经历
基督，用木、草、禾秸来建造。实际上，用木、草、禾秸建造就是在破坏神
的建造。
这样的看清建造的目标和材料的本质的服事，会有助于推动公司的专案。
一个专案里面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小项目，看清什么是最重要的项目，什么
是终极的目标是极其重要的。在召会，不细心地服事，用木、草、禾秸建造
的人，在公司也无法正确地推动专案。

经历②：被神的殿所量度，成为对神殿的建造有用的人
今天我们主要的关切不该在于循规蹈矩，甚或成为属灵的。我们的
关切乃该在于符合神的殿，就是在于我们在神的殿中该如何行。主不是
吩咐以西结将律法、十诫指示以色列家，也不是吩咐他将属灵的原则指
示以色列家。反之，主嘱咐以西结将祂的殿指示以色列家。
假定某个年轻人得救了。在他得救以前，他对待父母和妹妹相当差。
现今他得救了，他就学习如何尊重他们，在与父亲、母亲、妹妹的关系
上，行得正当、正确。然后，他又学习属灵，实行算自己是死的等事。
借此，他在行为上可能有了改善，在某些事上也有些属灵；然而，他却
是个全然单独的人。他十分单独，甚至不愿意同别人祷告。这样极其单
独的人，对神的殿一无所知。他一点不在意召会。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
着他自己，他没有一件事是为着召会，身体，基督团体的彰显。
中高生篇
主嘱咐以西结将神的殿指示神的百姓，使他们被神的殿所量度，而
因自己的罪孽惭愧。神不是按照正确的行为、是否属灵的标准来量度你，
而是按照神的殿来量度。实际上，越按照神的殿被量度，你就越能被正
确地暴露、正确地成长。神的殿是基督的身体，通过弟兄姊妹内里基督
的增加而被建造。就像物质的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它们通过协调起
作用，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的。身体里面没有任何的个人主义。学校里
的文化节或是运动会的团队合作，是为了学习基督身体的配搭和协调而
存在。将来，不论你是升学还是之后的就职，许多事都需要团队合作。
这些团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神殿的建造。
你在召会生活中，从年轻时就要学习跟弟兄姊妹的配搭是为了召会
的建造而服事，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这件事能帮助你充分发挥自己
的能力。因为一方面，神要求你充分使用赐给你的他连得，另一方面，
神按照神殿的建造量度你。通过建造被量度，是能让神所赐予的能力最
大化的唯一一条路。马太福音 25 章明确地指出了，你要最大限度地使
用他连得。

太 25:20 那领五他连得的，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得进前来，说，主啊，你
交给我五他连得；请看，我另赚了五他连得。21 主人对他说，好，良
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4 随后那领一他连得的，也进前来，说，
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
要收聚；25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连得埋藏在地里；请看，你仍有
你所有的。26 主人就回答他说，又恶又懒的奴仆，你既知道我没有撒
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27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
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领 5 他连得的，被
要求另赚５他连得，领 1 他连得的，被要求另赚 1 他连得）
你被神的殿所量度、和别人配搭、要为了唯一的目标—基督身体的
建造而服事。在这件事上，你要学习对付个人主义，在谦卑、柔和、忍
耐、爱中互相宽容。那样，因为你的能力能够被最大化，不论你在学校，
还是在将来工作的公司里，你都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因为对神的建造
有用的人，在一切事上都是有用的。阿们！

弗 4:16 本于祂，全身藉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
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
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606 召会―その建造
1. 自己,てん然を捨て, けんぞうされて,
ともにみやとなり, えいこう満たす。
たかぶり,たんどく, とく異せいを捨て,
主の権威にふくし, 主の住まいとなる。
2. せい長し,変えられ, 供給し,建造され,
機のうを果たして, ひとをじょう就す。
自分にぞくすもの, たかくひょう価せず,
すべてかたよらず, きん衡をたもつ。
3. かしらにつながり, 主の豊富,享受す;
かみ増しくわわり, 円じゅくにいたる。
主のあいを知って, かん全にせい長し,
キリストの豊満の 身のたけとなる。
4. みすまい,からだに, けんぞうされて,
主のうつわとなり, えい光あらわす。
はなよめ,みやこは, いまや地上にあり,
なが栄こう照らし, ひとにかが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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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召会―建造
1. 救我脱离自己、天然，主阿，我愿被建造，
同眾圣徒作你圣殿，为著充满你荣耀。
救我脱离乖僻个性，脱离骄傲与单独；
使我甘愿服你权柄，让你有家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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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供应，活水流通，长进、变化又配搭；
守住等次，尽我功用，成全別人，不践踏。
自己所经，自己所见，所是、所有並所能，
不再高估，不再稍偏，接受一切的平衡。
3. 持定元首，联络供应，享受基督的丰富；
充满神的一切丰盛，因神增加得成熟，
同尝基督莫测大爱，赏识基督的阔长；
长大成人，不作婴孩，满有基督的身量。
4.

作神居所，作你身体，主阿，我愿被建造，

成为你的团体大器，让你来显你荣耀。
圣城景色、新妇荣美，今在此地就彰显，
透出你的荣耀光辉，將你照耀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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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 The Church - Her building
Freed from self and Adam’s nature,
Lord, I would be built by Thee
With the saints into Thy temple,
Where Thy glory we shall see.
From peculiar traits deliver,
From my independent ways,
That a dwelling place for Thee, Lord,
We will be thru all our days.
By Thy life and by its flowing
I can grow and be transformed,
With the saints coordinated,
Builded up, to Thee conformed;
Keep the order in the Body,
There to function in Thy will,
Ever serving, helping others,
All Thy purpose to fulfill.
In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 would not exalted be,
But submitting and accepting
Let the Body balance me;
Holding fast the Head, and growing
With His increase, in His way,
By the joints and bands supplying,
Knit together day by day.
By Thy Spirit daily strengthened
In the inner man with might,
I would know Thy love surpassing,
Know Thy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Ever of Thy riches taking,
Unto all Thy fulness filled,
Ever growing into manhood,
That Thy Body Thou may build.
In God’s house and in Thy Body
Builded up I long to be,
That within this corporate vessel
All shall then Thy glory see;
That Thy Bride, the glorious city,
May appear upon the earth,
As a lampstand brightly beaming
To express to all Thy wo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