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3）
幔子、簾子以及和好的兩面
Ⅰ．在帳幕裏，有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的幔子，掛在四根包金的皂莢木柱子上：
出26:33 そ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見證的櫃抬進幔子內；這幔子要為你們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
Ａ．幔子，表徵基督的肉體，把聖所與至聖所隔開，也蒙蓋見證的櫃：
希伯來書10:20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
的肉體，１．這表徵因着人的肉體，神與墮落的人分隔了。２．這幔子藉着基督釘十字架裂
開，表徵罪的肉體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被釘死了，因而打開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罪
人在至聖所裏，在基督這平息蓋上接觸神。
Ｂ．柱子像豎板一樣，是用皂莢木包金作的，立在表徵基督救贖的銀卯座上：１．柱子表徵信
徒，他們剛強的作基督成爲肉體和釘十字架的見證。２．幔子掛在柱子上，含示作幔子的基督
與作柱子的信徒們聯合爲一。３．這些在神居所裏作柱子的信徒，不再活在肉體裏，乃是
見證他們肉體的幔子已經裂開，也就是他們自己已經被了結，他們的肉體已經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
４．柱子上裂開的幔子成了入口，讓神的子民進入至聖所，完滿的享受神。
Ⅱ．簾子是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織的，又用皂莢木包金爲簾子作五根柱子：
Ａ．簾子表徵在祂完美人性裏的基督，乃是把一切消極的人事物阻擋在神居所之外的一位，
也是在神的審判之下爲我們的罪死了的一位，使我們蒙神赦免，得以進入祂居住的聖所，
開始享受神在基督裏的一切豐富。
Ｂ．帳幕裏的簾子和幔子，表徵基督包羅萬有之死的兩方面：１．簾子指明基督爲我們的罪死了，
使我們的罪得赦免，並使我們蒙神稱義。２．幔子指明基督爲我們罪人死了，使我們的肉體，
我們墮落的性情被撕裂，被釘死，好叫我們得以進入至聖所，享受神到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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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Ｃ．簾子是作爲帳幕的入口：
出26:36 你要拿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用繡花的手工織帳幕的門簾。
１．出埃及記的帳幕是可進入的。２．神藉着成爲肉體，不僅成爲人，也成了可進入的帳幕。
約翰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
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３．在舊約裏，祭司能進入帳幕，今天所有在基
督裏的信徒都是祭司，能進入神裏面並住在祂裏面。４．成爲肉體的神已經成了我們的
居所，我們的家，作爲享受之處。
Ｄ．如同聯於幔子的四根柱子，聯於簾子的五根柱子，表徵較剛強的信徒與成爲肉體並釘十
字架的基督聯合爲一：１．在帳幕入口的這些柱子乃是傳福音者，他們向眾人傳佈基督已經
爲他們的罪死了。２．在帳幕裏的柱子乃是更深經歷基督的人，他們天天將自己聯於裂開
的幔子，就是聯於那位在肉體裏被了結的基督，作他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見證。３．
這兩種柱子提供入口，讓罪人蒙拯救進入神的居所，然後被了結，使他們得以進入神的至
聖所，在神的豐滿裏享受神自己。
Ｅ．在掛簾子的五根柱子之間，有進入帳幕的四個入口；在掛幔子的四根柱子之間，有進入至
聖所的三個入口：１．簾子有四個入口，這乃指明神的居所向着所有從地四方來的人，都是
敞開的。２．幔子的三個入口，指明三一神自己是入口，使祂所救贖的子民，不僅進入祂的
居所，也進到祂自己裏面。
以弗所書 2:18 因為藉著祂，我們兩下在一位靈裡，得以進到父面前。
Ⅲ．簾子和幔子與保羅在林後五章十八至二十一節所說和好的兩面有關：
哥林多後書5: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要與神和好。
2・火

Ａ．保羅得着神的授權，代表祂執行和好的職事。
哥林多後書5:18 一切都是出於神，祂藉著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又將這和好的職事
賜給我們；20 所以我們為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樣；我們替基督求你
們：要與神和好。
20節「和好」FN: 已經與神和好的信徒，進一步與神和好。這清楚指明，人與神完全的和好有兩
步。第一步是罪人脫離罪與神和好；為這目的，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使我們的罪蒙神赦免。
這是基督的死客觀的一面。在這一面，祂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替我們受了神的審判。第
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脫離肉體與神和好。為這目的，基督替我們這個“人”死了，使
我們能在復活的生命裡向祂活著。這是基督的死主觀的一面。在這一面，祂替我們成為罪，受
神審判，被神剪除，使我們能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藉著祂死的這兩面，祂就使神所揀選的人，
完全與神和好了。這兩步的和好，由會幕的兩層幔子清楚的描繪出來。頭一層幔子稱為簾子。
罪人藉著贖罪之血的和好被帶到神這裡，就經過這簾子進入聖所。這豫表和好的第一步。但
還有第二層幔子，將他與在至聖所裡的神隔開。這層幔子需要裂開，使他能被帶到至聖所裡
的神這裡。這是和好的第二步。哥林多的信徒已經與神和好，經過頭一層幔子進入了聖所；但
他們仍活在肉體裡，還需要經過已經裂開的第二層幔子，進入至聖所，在他們的靈裡與神同
活。本書信的目的就是要帶他們到這裡，使他們成為在靈裡，在至聖所裡的人。使徒說，“求
你們要與神和好，”就是這意思。這就是把他們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
Ｂ．和好的職事不僅將罪人帶回歸神，更將信徒絕對的帶進神裏面。
Ｃ．我們需要和好的職事，直到我們完全與主是一，完全在祂裏面，並讓祂完全在我們裏
面。
3・水

Ｄ．我們與神完全的和好有兩步：
１．林後五章十九節是叫世人與神和好，二十節是叫已經與神和好的信徒，進一步與神和
好。哥林多後書5:19 這就是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祂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算給
他們，且將這和好的話語託付了我們。
２．第一步是罪人脫離罪與神和好：
ａ．爲這目的，基督爲我們的罪死了，使我們的罪蒙神赦免。
哥林多前書15:3 我從前所領受又傳與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
罪死了，
路加24:46 又對他們說，經上這樣記著：基督要受害，第三日從死人中復活；47 並且
人要靠著祂的名，傳悔改以得赦罪之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
ｂ．我們原來不僅是罪人，也是神的仇敵；藉着基督救贖的死，神稱義了我們這些罪人，
並使我們這些神的仇敵，與祂自己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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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1:21 你們從前是隔絕的，因著惡行心思裡與祂為
敵，22 但如今祂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裡，藉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聖別、
沒有瑕疵、無可責備的呈獻在自己面前；
ｃ．這是基督的死客觀的一面；在這一面，祂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替我們受了神
的審判。
彼得前書2: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
了，就得以向義活著；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希伯來書9:28 基督也是這樣，既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還要向那熱切等待
祂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為拯救他們。
羅馬書8:3 律法因肉體而軟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裡，並為著罪，
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4・木

３．第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脫離肉體與神和好：
ａ．爲這目的，基督替我們這個『人』死了，使我們能在復活的生命裏向祂活着。
哥林多後書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
ｂ．這是基督的死主觀的一面；在這一面，祂替我們成爲罪，受神審判，被神剪除，使我們能
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ｃ．基督的死客觀一面乃是擔當我們的罪；在主觀一面，祂乃是成爲罪。
彼得前書2: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
了，就得以向義活著；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哥林多後書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照羅馬八章三節所說，神在肉體中定罪了罪。這意思是說，祂定罪了我們，祂定罪了天然的
人。不僅如此，藉着基督的死主觀的一面，幔子，就是天然的人、天然的生命、肉體，就裂開了。
當罪被定罪，幔子裂開的時候，我們就被了結了。結果，第二層幔子除去，我們就可以完全與
神和好。因此，我們不該停留在聖所，而該往前進到至聖所裏。此外，我們也不該再按着肉體
認人，而該按着靈認人。…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一班不僅是義的人；祂更要得着一班在神、魔鬼、
天使以及鬼魔眼中，就是神的義的人。在神面前成爲義的是一回事，而成爲神的義又是另一
回事。成爲神的義是在基督裏對三一神最高的享受。在亞當裏我們墮落得何等低下，我們成
了罪。我們在神面前不僅是有罪的，甚至成爲罪的本身。但我們旣然已經完全被帶回歸神，現
今就能在基督裏享受祂到一個地步，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何等的救恩！何等的和好！有這
種享受就是在神救恩的高峯，在我們錫安聖山的高峯上。
5・金

ｄ．因着我們與神仍是隔開的，並且因着我們並非完全與神是一，全然與祂和諧，我們
就需要和好的第二步。
ｅ．基督主觀的死需要應用到我們的情況裏和我們天然的生命上：
羅馬書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
的奴僕，
羅馬書8:13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必
要活著。
加拉太書5: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
架。
馬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並
跟從我。
（1）這種應用基督主觀的死，就將我們天然的生命釘在十字架上，使隔開我們與神內
裏同在的幔子裂開了。
（2）爲了使我們完全與神和好，父向我們暴露我們天然的生命，並揭示我們真實的情
況：
約翰一書1:5 神就是光，在祂裡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祂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
們的信息。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
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a）結果，我們就定罪自己天然的所是，並且主觀的應用十字架；這種應用基督的死，
就將我們天然的生命釘在十字架上。
（b）當我們天然的人被除去時，我們就經歷和好的第二步；在這一步，我們天然人
的幔子裂開了，使我們能活在神的同在中。
（3）第二步的和好不是一次永遠的，乃是繼續不斷的。
４．藉着基督之死的這兩面，祂就使神所揀選的人，完全與神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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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土

經歷（結婚生活篇）：
① 加拉太書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
為我捨了自己。

在帳幕裏的柱子乃是更深經歷基督的人，他們天天將自己聯於裂開的幔子，就是聯於
那位在肉體裏被了結的基督，作他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見證。
夫妻要藉著交通，彼此稍微被調整，遠離不平衡的不良關係。許多問題都能夠因著稍微調
整而得以解決。但是，為了要被稍微調整，你需要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經歷十字架主觀的一
面。夫妻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為了相互補，這件事是必要的。然而停留在天然的生命裡，本
來應該會成為祝福的這個差異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個性的差異是這世上離婚的主要原因。
你不應該照著天然的生命而活，為了要讓基督活在你裡面、接受微調整、長大，請實行以下
四件事。ⅰ) 每早禱讀聖經的話、享受基督。ⅱ) 在夫妻的對話裡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脫離執
著於自己意見的頑固。ⅲ)不是活自己，要讓基督活在裡面，活基督、大大地彰顯基督。ⅳ）為
配偶代禱。你若是能一點一點經歷這四件事的話，就算你的配偶是非信徒或是新人，因著你
所彰顯的基督，他們就會慢慢被基督吸引，變得與你一樣愛主與召會。
② 約翰一書1: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
我們一切的罪。

爲了使我們完全與神和好，父向我們暴露我們天然的生命，並揭示我們真實的情況。第
二步的和好不是一次永遠的，乃是繼續不斷的。
日常生活(結婚生活或在職生活)中，藉著與主親密的交通，主會暴露你照著天然生命的生活。
一被暴露，要靠著主的恩典、不要找藉口，主觀地經歷十字架。你越被暴露、主觀地經歷十字架
的話，就會經歷第二步的和好，能夠更享受主的豐富。特別是要在結婚生活中經歷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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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十字架の道―損失によって益を得る
1 オリブしぼられて, あぶらとなる;ぶどうもつぶされ, 良きさけとなる;
こうりょう焼かれて, かおりはなつ;さればわれいかに くだかるべきや？
(復)打げきみな, えきとなし,取りしものに代え, 主はご自身あとう。
2 主よ,こころの弦を かきならせや;主のしらべあれば, すべて耐え得る;
たおれるたびごと, ながあい知る;なれちかくませば, 損しつおそれじ。
3 あいのたい処をば, つらくかんじ,自我に捕らわれし われ,恥じるのみ, 2
主よ,わがおもいを かえりみずに,主のよろこぶまま, 御むね成しませ。
4 主とわれの苦らく, 合わざるとき,主よ,よろこびませ, われくびき負わん;
主のよろこび,栄光, ねがうわれは,十字架とだい価を, いかでこばむや。
5 賛美せよ,賛美せよ, 賛美はあまし;あまさはいや増す, なみだの賛美に; 3
主,わがたからゆえ, ただいのりせん:われおとろえゆき, 主いよよ増せと。
626
1 Olives that have known no pressure No oil can bestow;
If the grapes escape the winepress,
4
Cheering wine can never flow;
Spikenard only through the crushing, Fragrance can diffuse.
Shall I then, Lord, shrink from suff'ring
Which Thy love for me would choose?
5
Each blow I suffer Is true gain to me.
In the place of what Thou takest Thou dost give Thyself to me.
2 Do my heart-strings need Thy stretching, Songs divine to prove?
Do I need for sweetest music Cruel treatment of Thy love?
Lord, I fear no deprivation If it draws to Thee;
I would yield in full surrender All Thy heart of love to see.
Each blow I suffer Is true gain to me.
In the place of what Thou takest Thou dost give Thyself to me.
3 I‘m ashamed, my Lord, for seeking Self to guard alway;
Though Thy love has done its stripping,
Yet I've been compelled this way.
Lord, according to Thy pleasure Fully work on me;
Heeding not my human feelings, Only do what pleases Thee.
Each blow I suffer Is true gain to me.
In the place of what Thou takest Thou dost give Thyself to me.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炼哪哒成膏，它就不流芬芳;
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副)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
你是否要鼓我心弦，发出你的音乐？
是否要使音乐甘甜，须有你爱来苦虐？
是否当我下倒之时，才能识“爱”的心？
我是不怕任何损失，若你让我来相亲。
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
虽我也曾受你雕削，我却感觉受强逼！
主，你能否照你喜乐，没有顾忌去行，
不顾我的感觉如何，只是要求你欢欣？
如果你我所有苦乐不能完全相同，
要你喜乐，须我负轭，我就愿意多苦痛;
主，我全心要你所要，不惜任何代价;
你若喜悦，并得荣耀，我背任何十字架。
我要赞美，再要赞美，赞美何等甘甜;
虽我边赞美边流泪，甘甜比前更加添;
能有什么比你更好？比你喜悦可宝？
主，我只有一个祷告：你能加增，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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