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燈臺內在的意義、主觀的經歷、並生機的維持，
爲着新的復興：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28

2016.3.14-3.20

Ⅰ．我們要進入新的復興，就需要按着神聖啓示的最高峯，看見極爲超絕的基督；爲着神人的生活，認
識包羅萬有的基督；並供應追測不盡之豐富的基督給人，牧養他們，以建造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神
的城，就是羔羊的妻。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贏得基督，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
人，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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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我們需要有智慧和啓示的靈，來明白金燈臺內在的意義（神聖啓示的最高峯），這燈臺是神親自設計
的，描繪出祂永遠經綸的目標：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啓1:10 當主日我在靈裡，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臺；
Ａ．金燈臺表徵三一神：
１．純金的本質表徵父神的神聖性情。
出25:31 你要用純金作一個燈臺。燈臺的座和榦，與杯、花萼、花苞，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
２．燈臺的形狀表徵子神作父神的具體化身。
３．燈表徵靈神乃是神的七靈，爲着父在子裏的彰顯。
啓4: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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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金燈臺表徵眾地方召會是基督的複製和那靈的翻版：
１．出埃及二十五章的燈臺，表徵基督是神的具體化身（25:31-40節）。
出25:36 花萼和枝子要與燈臺接連一塊，都是一塊純金錘出來的。
２．撒迦利亞四章的燈臺，表徵七倍加強賜生命的靈作基督的實際。
撒迦利亞4:2 他問我說，你看見甚麼？我說，我看見一個燈臺，全是金的，頂上有油碗；燈臺上有七燈，
頂上的七燈各有七個管子；6 他回答我說，這是耶和華給所羅巴伯的話，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
靠權勢，不是倚靠能力，乃是倚靠我的靈。10 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

察全地，見所羅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
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３．啓示錄一章的燈臺，乃是這位是靈之基督的翻版、複製。
啓1: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臺的奧祕，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燈
臺就是七個召會。

當我們說我們是召會，我們必須認識，召會是基督的複製與那靈的翻版。…我們必須完全在那靈
裏。只要我們有一部分是在肉體裏，我們就成爲劣等的複製，劣等的翻版。我們弟兄姊妹來在一起，
若都在靈裏，我們就是召會。我們若不在靈裏，就不是召會。我們實際上是不是召會，在於我們是不
是在靈裏。…我們必須承認，當我們不在靈裏時，我們就僅僅是墮落的族類和亞當的後裔。
召會是甚麼？召會就是燈臺。在主的恢復裏，我們都必須看見，召會是這麼高，這麼純淨。召會一
點不差就是基督與那靈，因爲基督與那靈二者都是燈臺，而召會也是燈臺。這是一幅重生與變化的
圖畫。基督已重生到我們裏面，我們也正在完全被變化爲祂的所是。祂是燈臺，召會也是燈臺。我們
必須看見召會到這樣的地步。我們若看見召會的這個異象，就會懼怕動我們的肉體。我們需要看見，
召會完全是出於基督並在那靈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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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我們必須主觀的經歷金燈臺各方面的細節（神人的生活），好使我們能成爲燈臺的複製，就是三一
神的彰顯：
Ａ．燈臺是純金的，表徵神那永遠、不朽壞的神聖性情（出25:31）：
１．我們必須出代價得着更多的金，就是更多神的神聖性情。
彼後1:4 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啓3:18 私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
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馬太25:8 愚拙的對精明的說，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9 精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彀我
們和你們用的，不如你們到賣油的那裡，為自己買罷。
２．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的攙雜帶來黑暗，但是當我們基督徒的生活藉着神聖的性情得以純淨時，我們
就得着光。

燈臺、花萼、和枝子都是一塊純金錘出來的，這事實表徵整個實體都純粹是基督的神性，一點沒有
加上甚麼。花萼和枝子不是燈臺的附加物，乃是燈臺的一部分，是一塊純金錘出來的；這指明燈臺中
沒有攙雜。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的攙雜帶來黑暗。
Ｂ．燈臺是錘出來的，表徵受苦（出25:31）：
１．受錘打就是有分於基督的受苦，爲着產生並建造基督的身體。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歌羅西書1:24 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在我
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２．我們必須與別人一同被錘成一個實體，藉着十字架，憑着那靈調在一起，（林前十二24，）照耀出神
的光，成爲祂團體的見證。
林前 12:24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那
有缺欠的肢體，

若要有燈臺，你就得和別人被錘在一起。你需要失去自我。…就着燈臺而言，你若只爲屬靈而屬
靈，就毫無意義。你對神的經歷和享受，必須和別人的錘在一起。我們的金子必須放在一起，錘成一
個，建造成一個實體，一個單位；這樣，我們就不但有金子，並且被建造成一個燈臺，這就是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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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燈臺沒有尺寸，表徵基督的神性和祂照耀的光是沒有限量的。
約翰3:34 神所差來的，就說神的話，因為祂賜那靈是沒有限量的。
Ｄ．燈臺的座是爲着穩定，榦是爲着力量，二者表徵主耶穌總是穩定有力的。
馬太8:24 看哪，海裡起了大風暴，以致船被波浪掩蓋，耶穌卻睡著。
Ｅ．燈臺有杯，形狀像杏花，有花萼，有花苞，表徵三一神乃是一棵活的金樹，在復活裏生長、發苞、開花（出
25:31）：
１．杯的形狀像杏花，表徵復活的生命開了花：
民17:8 第二天，摩西進見證的會幕去；看哪，利未家亞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甚至生了花苞，開了花，結了熟
杏。

亞倫的杖結了熟杏，表徵復活的生命。因此，燈臺上的杏花指明它是一棵在復活裏的樹。復活乃是勝過
死亡而且不被死亡毀壞、損傷的生命。死亡不能對復活的生命作甚麼。死亡能把各樣的損害加在別種生
命上，就是加在植物、動物以及人的生命上。惟有一種生命是死亡損傷不了的，就是復活的生命。…按照
聖經完滿的啓示，神自己就是這復活的生命。
ａ．復活生命的開花，乃是照耀的光，是神生命的彰顯，也是那靈的果子和光的果子。
加拉太書5:22 但那靈的果子，就是愛、喜樂、和平、恆忍、恩慈、良善、信實、
弗5: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ｂ．我們若要照耀出生命的光，就必須在復活裏，而不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裏。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雅2:8 聽阿，是我良人的聲音；看哪，他躥山越嶺而來。
14 我的鴿子阿，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求你讓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因為你的聲
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
ｃ．基督作爲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裏面，藉着我們並同着我們一起生長、分枝、發苞、開花，照耀出光來。
歌羅西書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5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
長大。
ｄ．在召會裏能有多少光，在於基督在我們裏面並藉着我們能長大多少。
２．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乃是在復活裏這奇妙金樹的一部分，有神聖的性情、神聖的生命、那靈、和照
4
耀的光。

Ｆ．純金的燈剪和燈花盤，爲着修剪燃焦的燈芯，表徵藉着神聖的性情對付老舊而燃焦的天然生命，使復
活生命的照耀，得以明亮而純淨。
出25:38 燈臺的燈剪和燈花盤，也是要純金的。
Ｇ．燈臺及其一切器具是一他連得（約一百磅＝45.4㎏,時価約2億2千800万円）的純金，表徵基督作爲
神聖的燈臺，在復活裏照耀神聖的光，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
出25:39 作燈臺和這一切的器具，要用純金一他連得。
約翰7:46 差役回答說，從來沒有像祂這樣說話的。
Ｈ．燈臺的七燈乃是神的七靈，就是耶和華的七眼，（亞四10，）也是救贖之羔羊的七眼，（啓五6，）以及建
造之石頭的七眼，（亞三9，）使三一神得着完滿的彰顯：
啓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
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１．『沒有那靈，就沒有召會；越有那靈，就越有召會』。
撒迦利亞4:6 他回答我說，這是耶和華給所羅巴伯的話，說，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權勢，不是
倚靠能力，乃是倚靠我的靈。
２．羔羊的七眼，將基督這法理的救贖者注入我們裏面；石頭的七眼，將基督這生機的拯救者注入我們裏
面，目的是爲着神在地上經綸的行動，要藉着祂的救贖、憑着祂生機的拯救，達到祂建造的目標。
羅馬書5: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裡
得救了。
３．主的七眼如同火焰，爲要藉着光照和注入，而鑒察、觀看、搜尋並審判（啓1:14)。
但以理書10:6 祂眼目如火把，
４．在我們裏面有兩盞燈—神七倍加強的靈在我們的靈裏：
箴20: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ａ．我們要被變化，就必須在禱告中向主完全敞開，讓主的燈同着七盞火燈搜尋我們魂裏的每一個房間，
照耀並光照我們內裏的各部分，用生命供應各部分。
林前2:11 因為除了在人裡面人的靈，在人中間有誰知道人的事？照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
的事。
ｂ．經歷最大變化的人，乃是向主完全敞開的人。
５．我們越多經歷燈臺所描繪三一神各方面的細節，我們就越多看見燈臺的複製，這會給主回來鋪路，使
祂得着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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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金燈臺生機的維持乃是基督天上的職事，在祂的人性裏顧惜眾召會，並在祂的神性裏餧養眾召會，
好藉着祂生機的牧養產生得勝者：
啓1:13 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長袍，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Ａ．基督作爲人子是在祂的人性裏，金帶表徵祂的神性，胸是愛的表號：
１．基督原來是腰間束帶，爲着神聖的工作得加力，以產生眾召會，但如今祂在胸間束帶，藉着祂的愛
照顧祂所產生的眾召會。
出28:4 他們要作這些衣服：胸牌、以弗得、外袍、編織的內袍、頂冠、腰帶；要為你哥哥亞倫和他兒子
們作這聖衣，使他們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但以理書10:5 舉目觀看，見有一人身穿細麻衣，腰束烏法精金帶。
２．金帶表徵基督的神性成了祂神聖的力量，胸表徵這金的力量是由祂的愛並憑祂的愛來運用並推動
的，好餧養眾召會。
Ｂ．基督作爲人子，在祂的人性裏照顧眾召會，爲要顧惜眾召會：
１．祂收拾燈臺的燈，使燈正確合宜，就是在顧惜我們，使我們快樂、愉快、舒適：
出30:7 亞倫要在壇上燒馨香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燈的時候，要燒這香。
ａ．主的同在帶來一種柔細、溫暖的氣氛，顧惜我們的全人，給我們安息、安慰、醫治、潔淨和鼓勵。
ｂ．我們在召會裏能享受主同在的顧惜氣氛，得着生命的滋養供應。
２．祂修剪燈臺的燈芯，把一切攔阻我們照耀的消極事物剪掉：
ａ．燈芯燃焦的部分—燈花，表徵必須剪除的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們的肉體、天然的人、
己和舊造。。
ｂ．祂把眾召會中間一切的不同（過錯、短處、失敗、缺點）修剪掉，使眾召會在素質、樣子和彰顯上完
全相同。
Ｃ．基督在祂的神性裏以祂胸間金帶所表徵的神聖之愛照顧眾召會，爲要餧養眾召會：
１．祂在祂三個時期的豐滿職事中，以祂自己這包羅萬有的基督來餧養我們，使我們在神聖的生命中
長大成熟，成爲祂的得勝者，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
２．作爲行走的基督，祂知道每一個召會的情形；作爲說話的靈，祂修剪燈臺並用新油，就是那靈的供
應，充滿燈臺。
３．我們要有分於祂的行動，並享受祂的照顧，就必須在召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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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學生生活篇
① 主觀地經歷金燈臺：你身為學生，知道金燈臺內在的意義，主觀的經歷是非常重要的。金燈臺是三一神
乃是一顆活的金樹，在復活裡同著我們生長、分枝、發苞、開花，照耀出光來。在學生生活中，若想要從
黑暗中得拯救、經歷生命的光照耀，就必須在復活裏，而不是在天然的生命裏。

② 進入神的聖所，得到解決煩惱的解答：例如在學校，有「說謊也不會被責備，謊言也行得通」、「個性很壞、
會欺騙的人被老師讚許」、 「只做表面功夫的人被同學讚許」 、 「就算做壞事，只要成績好就不會被老師
警告」這些事情，會感覺到認真、正直的人吃虧了。關於此事聖經說，藉著「進入神的聖所」，就能夠得到
這個問題的解答。
詩73:16 我思索要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17 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局。
FN「進了神的聖所」：詩人因惡人興旺而困惑，其解答是在神的聖所得著的。首先，神的聖所，祂的居所，
是在我們靈裏；第二，神的聖所乃是召會。因此，我們要進入神的聖所，就需要轉向我們的靈，並參加召
會的聚會。我們一在聖所裏—在靈裏並在召會中，就會對惡人的情形有另一種看法，有特別的領會。在
我們的靈裏並在召會中，我們得著神聖的啟示，並得著一切問題的說明。
③ 操練靈：你操練自己的靈就是在復活裡。在復活裡，有分於生命的光時，就能夠得著對事物的啟示、解
答。你應該要脫離煩惱痛苦的魂，回到靈裡，仰望主、讚美主。
弗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
詩42:5 我的魂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裏面煩躁？應當仰望神；因祂的臉是我的救恩，我還要讚美
祂。
④ 來召會聚會：你在主名裡來到召會的聚會也是在復活裡，會賜給你生命的光照耀。在聚會中，你的煩惱
會得以解決、得到克服困難的力量、鼓勵及安慰等等。就算學校再怎樣忙，也要來到神的聖所的召會聚
會，有分於光的照耀及許多祝褔。
來10：24 且當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25 不可放棄我們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習慣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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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要彼此勸勉；既看見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508CS
補充本、５０６番
1. 哦，基督有一榮耀召會，我們有分於她─ 何等喜樂，主使我們合為一！
1. 主はひとつの栄こうの召会を持つ。
看哪，在宇宙中有一身體，我們屬於她─ 阿利路亞，主使我們合為一！
われら主にありて分あり。
阿利路亞，榮耀身體！我們是身體的肢體！
見よ、宇ちゅうにあるひとつのからだ、
一切完全為這身體！阿利路亞，主使我們合為一！
主はわれらをいちとする。
ハレルヤ、みからだ、われらその肢たい、 2. 不是單獨孤立基督徒，乃是團體新人─ 神需要她 完全彰顯祂自己！
不僅是一個地方召會，乃是整個身體─
すべては完成して、
阿利路亞，我們在這身體裡！阿利路亞，榮耀身體！
主はわれらをいちとする。
使撒但戰抖的身體！在身體裡我們得勝！阿利路亞，我們在這身體裡！
2. 孤りつせず団体のあたらしいひと。
3. 神那完全聖別的性情，顯在七金燈臺─ 身體生活不容天然的存在。
主ご自身を完全に表現す。
我們合一且有分神性，金燈臺就照耀─
いま地方だけでなく団体のからだ、
阿利路亞，她正發光且照耀！阿利路亞，榮耀身體！
われらはそのうちにある。
這個身體是金燈臺！處處發光，精光照耀！阿利路亞，她正發光且照耀！
ハレルヤ、みからだ、
4. 我們如何彰顯這合一，聖別並且照耀？阿利路亞，喫主耶穌就是路！
サタンをおびやかす。からだにあり勝利、 祂是生命樹，是嗎哪，又是常新的筵席─
われらはそのうちにある。
阿利路亞，我們天天都喫主！我們合一藉著喫主！
我們聖別藉著喫主！我們發光藉著喫主！阿利路亞，喫主耶穌就是路！
3. 主の神せいな性しつがあらわれる、
ななつの金のしょくだいに。
1126E
からだの生かつに天然の存在なし、
3. There are seven golden lampstands in the nature all divine ひかり発し照りかがやく。
Nothing natural does the Body life allow.
When we're one and share God's nature,
ハレルヤ、みからだ、そは金のしょくだい、
how the lampstand then does shine いたるところにて、
Hallelujah, it is brightly shining now!
ひかり発し照りかがやく。
Hallelujah for the Body!
4. いかにしんせいになり、かがやくか、
For the lampstands of the Body!
For the golden, shining Body!
いかにいちとされるのか？
Hallelujah, it is brightly shining now!
主はいのちの木、新せんなえんせき、
4.
How may we express such oneness, be divine and shining too?
日々イエスを食べるはみち。
Hallelujah, eating Jesus is the way!
イエスを食べていち、
He's the tree of life, the manna, and the feast that's ever new イエス食べ聖とされ、
Hallelujah, we may eat Him every day!
イエス食べかがやく、ハレルヤ、
We are one by eating Jesus!
イエス食べるみち！
We're divine by eating Jesus!
How we shine by eating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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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elujah, eating Jesus is the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