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牌—祭司體系中心和終極的點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5）
Ⅰ．按照出埃及二十八章十五至三十節，決斷的胸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物件，也是祭司
體系中心和終極的點：
出28:15 你要用巧匠的手工，作一個決斷的胸牌；要和以弗得一樣的作法，用金線，和藍色、紫
色、朱紅色線，並撚的細麻作成。
17 要在上面鑲嵌四行寶石：第一行是紅寶石、黃玉、綠寶石，21 這些寶石，按著以色列兒子們
的名字，要有十二塊；每塊刻一個名字，彷彿刻圖章，代表十二個支派。
Ａ．決斷的胸牌主要的目的是神的引導；神的子民根據由胸牌的實際所得着神的引導來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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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節爲甚麼用決斷這辭說到胸牌？答案乃是：我們若要知道神的引導，就必須有許
許多多的決斷。我們必須審判凡出於肉體、己、舊人和世界的一切；我們必須審判出於肉
體的事物，以及思念肉體的心思。這種決斷爲我們開路，使我們知道神的引導。
Ｂ．胸牌豫表召會，我們若不認識召會，也就不認識甚麼是神的引導；事實上，神的引導和
召會乃是一。
Ｃ．神藉着召會、憑着召會、並同着召會，啓示我們該作甚麼；召會就是神的引導，因爲召
會擔負着神聖的字母，藉此神使人認識祂的引導。
Ｄ．胸牌帶在亞倫胸前（心上），在耶和華面前作記念，表徵全召會作爲一個建造在一起的
實體，帶在基督愛的心上，在神面前作記念，成爲可喜悅的記念。

主是以團體的方式，甚至以合併的方式擔負我們。主耶穌把我們建造在一起，把我們
合併成爲一體。胸牌是由十二塊分開、個別的寶石組成的一個整體。這指明信徒是有區
別的個人，卻不是分裂的。以色列人有十二個支派，每支派由胸牌上的一塊寶石所代表，
但這些寶石都建造在一起成爲一體。因此，胸牌實際上乃是鑲嵌在金框內之寶石的建造。
1・月

Ⅱ．胸牌上的十二塊寶石，其上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徵所有蒙神救贖並變化的
人，建造在一起，成爲一個實體：
出28:17 要在上面鑲嵌四行寶石：第一行是紅寶石、黃玉、綠寶石，20 。第四行是黃璧璽、
紅瑪瑙、碧玉；這些都要鑲嵌在金槽中。
Ａ．十二塊寶石鑲嵌在金框內，象徵聖徒作爲變化過的寶石，在基督的神聖性情裏建造在
一起，成爲一個實體，就是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哥林多前書3:10 我照神所給我的恩典，好像一個智慧的工頭，立好了根基，有別人在上
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謹慎怎樣在上面建造。11 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
督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12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木、草、禾秸，在這根基
上建造，
Ｂ．作爲召會的組成分子，由塵土所造的信徒必須藉着那靈的工作，在他們的人性裏憑着
神聖的性情並以神聖的性情變化成爲寶石，爲着神永遠的建造；基督徒的生活乃是變化
的生活，神天天都在設法變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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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十二這數字由四（受造之物）乘三（在復活裏的三一神）所組成，表徵三一神與祂的造物
（人）調和，爲着完滿、完備的執行神的行政，直到永遠。
Ｄ．寶石排列成四行，每行三塊，指明信徒不僅被變化，也與三一神調和。
Ｅ．寶石鑲嵌在金框內，表徵變化且調和的信徒，乃是建造在基督神聖的性情裏，成爲一個
實體。
Ｆ．在神永遠的計畫中，照着祂永遠的眼光來看，帶在基督心上並握在祂關愛之度量中的召會，
乃是三一神與蒙救贖的人這樣的調和。
2・火

Ⅲ．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寶石上，相當於將基督寫在信徒心裏，使他們成爲基督的活信，有
基督爲其內容：
Ａ．基督藉着信徒對祂的經歷，並藉着新約職事的書寫，寫到信徒裏面。
哥林多後書3:2 你們就是我們的信，寫在我們的心裡，是眾人所認識、所誦讀的，3 你們
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是寫在石版
上，乃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4 我們藉著基督，對神有這樣的深信。5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彀資格將甚麼估計作像是出
於我們自己的；我們之所以彀資格，乃是出於神；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
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Ｂ．刻在十二塊石頭上的字母，豫表基督是屬天的字母。
啓22: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2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
Ｃ．如果我們沒有被變化，也不是透亮的，沒有刻着活神的靈連同基督作內容，而僅僅是
晦暗無光的石頭，沒有甚麼字母刻到我們裏面來，神就不可能藉着我們來說話。
出28:30 你又要將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裏；亞倫進到耶和華面前的時候，要帶在
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將以色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

如果安在胸牌上的寶石不透明，就算烏陵的照明物照亮它們，也無法照透這些不透明
的寶石。照樣，因着許多基督徒不透明，基督也就無法藉着他們照耀。我們需要被變化，
是透亮的，還需要有基督寫到我們裏面。然後，光藉着我們照耀時，別人就能讀出寫到
我們裏面的字母，也就是基督的內容。但我們若沒有被變化，不是透亮的，也沒有寫着
基督，而只是不透明的石頭，沒有任何字母寫到裏面，神就不可能藉着我們說話。
3・水

Ⅳ．烏陵和土明放在胸牌裏，胸牌就不僅作爲記念， 也成爲決斷的胸牌：出28:29 亞倫進聖所的
時候，要將決斷胸牌上以色列兒子們的名字，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作記念。30 你又要將
烏陵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裏；亞倫進到耶和華面前的時候，要帶在胸前，在耶和華面前常將
以色列人的決斷牌帶在胸前。
Ａ．『烏陵』意思是『光，照明物』：１．烏陵是一種照明物，安在胸牌裏面十二塊寶石底下，能
裝油以供燃燒，而用以燃燒這油的火是來自祭壇。２．烏陵有十二個照明物，每一個照亮
胸牌上十二塊透明寶石中的一塊，使寶石能發出光來。３．烏陵豫表基督作爲光，照明者，
藉着那靈（油）和十字架（來自祭壇的火）而照耀。
Ｂ．『土明』意思是『成全者，完成者』：１．胸牌十二塊寶石上的名字，僅包含希伯來文二十二個
字母中的十八個；其餘的四個字母安在土明上，使土明成爲成全者和完成者。２．藉着烏陵照
亮個別的寶石，也藉着胸牌上的一些寶石變暗了，全部二十二個字母就可用來拼出單字和句
子。３．土明豫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所以祂是屬靈的字母，爲着書寫，也爲着完成。４．
烏陵和土明一起豫表基督是神的見證人，神的見證，是神對祂子民說話的憑藉。
Ｃ．在出埃及二十八章三十節以及申命記三十三章八節和十節，神的決斷（典章）指神的律
法及律法的判定和決斷，與烏陵和土明有關。
Ｄ．出埃及二十八章二十九至三十節裏的『決斷』一辭指明，神在祂的百姓中間，在凡事上都
有一個定規；這個決斷導致一些斷案，結果就有了神的引導。
Ｅ．按照舊約，烏陵和土明加到胸牌上，是神對祂子民說話的憑藉，向他們指明祂的引導；因此
我們可以說，決斷的胸牌乃是『引導的胸牌』。
Ｆ．神藉着胸牌所給的引導，總是與決斷有關；神的律法包括祂的決斷，而這些決斷成了神
的引導。
Ｇ．在屬靈的經歷中，我們要知道神的引導，就必須審判凡出於肉體、己、舊人和世界的一
切。
Ｈ．在羅馬八章十四節那靈的引導，就是神藉胸牌所給之引導的實際，出自該章一至十三
節所有的決斷，也是這些決斷的總和。
Ｉ．神乃是藉着胸牌說話作爲祂的引導，這表徵神藉着召會使祂的子民認識祂的引導。
4・木

Ⅴ．表明神引導的決斷胸牌，就像屬天、神聖、屬靈的打字機一樣，神藉着帶有烏陵和土明的
胸牌來說話的方式，與我們所認爲的正好相反：
Ａ．神不是藉着發亮的寶石來說話，而是藉着變暗的寶石來說話；這意思是說，神是藉着消
極的光景來說話；因爲主憑決斷胸牌的說話是藉着消極的光景，這樣的說話就是一種決
斷。
Ｂ．按正常的情形來說，胸牌裏的十二塊寶石都在烏陵的照耀之下；忽然間刻着某個名字
的寶石變暗了，這塊寶石變暗就是神卽時的說話：
1.保羅的書信以及主耶穌給亞西亞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都是根據這個原則寫的，這些書
信不是根據召會裏積極的事情寫的，而是根據召會消極的光景寫的。
2.保羅照着他對哥林多消極的光景所讀出來的，寫了哥林多前書；雖然他的著作是基於
消極的事情，但在這封書信裏，他卻把積極的東西—基督的豐富—服事給召會。
3.哥林多的聖徒成了保羅寫信時所用的屬靈字母；同樣的，在一個地方召會裏，領頭的
人必須讀出聖徒真實的情況和光景，來尋求主的引導。
4.今天基督徒中間的難處乃是因着有太多的黑暗，神就無法來暴露黑暗；要顯明黑暗，
首先必須有光的照耀；神是藉着在光的照耀中一些變爲消極的事來說話。
民27:21 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亞撒面前，以利亞撒要憑烏陵的判斷，在耶和華面前為他求問。
他和以色列全會眾都要遵以利亞撒的話出入。

如果在某個召會裏，事情錯了卻不能發現，就指明那裏的召會是在黑暗裏。當黑暗籠罩時，
消極的事情就不可能暴露出來。爲此，光是不可少的。在光的照耀下所暴露的，就是神的說
話。神是藉着事情變爲消極而說話；這種消極的光景就指明缺少基督。我們這樣來讀消極的
光景，就知道神的引導了。然後在我們的所在地，我們就會知道神要我們作甚麼，這時我們
就該跟隨祂的引導
5・金

Ｃ．我們作爲召會若要成爲決斷的胸牌，就必須履行一些條件：
１．我們需要被變化而透亮；然後作爲屬靈字母的基督，必須清楚而明確的銘刻到我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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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寶石若未刻着字母，神就無法藉着胸牌來說話；照樣，神所救贖的子民若不刻着基督，
神也無法藉着他們來說話。
希伯來書8:10 主又說，因為這是那些日子以後，我要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我要將我
的律法賜在他們心思裡，並且將這些律法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
的子民。
３．因着缺少變化、不彀透亮、沒有銘刻和光照，我們就需要禱告，使我們成爲透亮的，有
更多的基督刻到我們裏面，並經歷更多的光照。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我們也許多少能教導別人聖經，因我們已經研讀聖經多年了。但到了要把基督供應
給人時，我們就有所缺欠；我們沒有多少基督書寫到我們裏面，也許只有一個字母的
一部分寫到我們裏面而已。
４．基督是屬靈的字母，爲着銘刻，也爲着完成，指明祂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們雖
然享受祂的銘刻，但我們還需要更多屬於祂的東西好得着完全。
Ｄ．胸牌就是身體生活的建造，這就成了我們知道神對祂子民旨意的憑藉；然後我們纔能
接受主的判斷，知道我們該作甚麼或不該作甚麼；我們就會認識主的道路；全召會也纔
能按主的判斷往前去。
Ｅ．我們需要禱告，使每一個地方召會都照着出埃及二十八章裏的圖畫，成爲一個胸牌。
6・土

經歷（在職生活及家庭生活篇）：

① 我們看見，胸牌是亞倫在主面前帶在胸前的。這表徵全召會作爲建造在一起的實體，在神
面前帶在基督愛的胸前；這對我們是何等大的安慰！我們中間許多人有艱難、困苦，我們
也許在工作上或在家庭裏有難處。屬人生活真不容易。然而，我們若思想帶在亞倫胸前之
胸牌的圖畫，就會領悟，我們不是在自己的艱難、困苦或難處裏面—我們乃是在神面前、
在基督的心上。當仇敵來攪擾我們時，我們應當宣告：『撒但，此刻我是在神面前被帶在基
督的心上。』
屬人的生活不容易，其實是爭戰。基督徒生活也是一樣。屬靈爭戰的生中，撒但常常控告
你。例如：像是會有「若是不加班或喝酒應酬，你會不會就沒辦法繼續在公司待下去？」、
「今天很累，要是不晨興或是不聚會，這樣不是對身體比較健康嗎？」、「讓考試期間的孩子
不用聚會，讓他讀書學習不是比較好嗎？」等等來自撒但的控告，當考量這些控告時，你就
會變得軟弱。關於公司的業務，最重要的就是要非常專心地執行業務、提高業績。並且，你
也需要注意健康，為此首先需要每早晨讓靈得復興，參加聚會以得治癒。也包括孩子，對你
而言必須的第一件事就是持守著對神的信心和絕對。維持平衡是接下來的事。你面對撒但
的控訴應當這樣宣告：「撒但，退去吧！我要首先尋求神的義和神的國！」、「撒但，退去吧！
我是帶在基督之愛的心上，是神家的成員！」

② 胸牌就是身體生活的建造，這就成了我們知道神對祂子民旨意的憑藉；然後我們纔能接
受主的判斷，知道我們該作甚麼或不該作甚麼；我們就會認識主的道路；全召會也纔能按
主的判斷往前去。
你不可以照著自己天然的想法或喜好生活。要項主與引導你的弟兄姊妹敞開，順從決斷的
胸牌的判斷。主的引導超過你的心思，所以若是沒有敞開心思、敞開靈，就不能聽見主的聲
音。此外，你必須審判凡所有出於肉體、己、舊人和世界的一切。
7

389. Longings - For Living in the Lord's Presence
290 慕い求める ― 主の御前に生きることを
1 Lord Jesus, I long in Thy presence to live,
１ あさな夕ーなに主よ，われは なれをしたう世かいあり;
From morning to evening my one world Thou art;
なれ以がーいをしたわずに， たのしませや，ただなれを。
くるしくかなしいときにも， こころはげますものーなきときも，
O let not my heart be contented or rest
なみだほほをぬらすときも， 主よぬぐいて，なぐさめや。
When loving or seeking what with Thee doth part.
２ わがゆめーはうるわしくも， ながうちにおらせたまえ;
Each moment, each day, throughout suff'ringand pain,
主のほかーにたのしませず， じぶん勝手にせぬように！
When noughtin the world can give comfort or cheer,
しずかなよるにもとむるは， 主がわれとともにいーますことぞ; When sighing and weeping encompasses me,
あさつとーにわれもとむは， 主のささやく，ほそきこえ。
Lord, still all my sighing and wipe every tear.
３ みことばーに触れるたびに， みひかりもて見せたまえ，
2 Each time when I dream of the goodness of life,
すくいぬーしとそのめぐみ， すべてわれにぞくするを。
I pray Thee, dear Lord, that Thou in it may be;
たよりもなくくずおるとき， いのりを聞きてめぐーみたまえや，
O do not allow me to choose by myself,
たとえいーのりとどかずも， ともにいませ，御かお見る。
Nor seek any pleasure that's other than Thee.
４ てんのさーちをおもうたび， なれにまみゆるをしたう;
Each night when alone in the stillness I lie,
主の来たーる日，ともにある， そのよろこび，待ちのぞむ。
御まえに生くすべおしえや，あさ夕なれはわがひーとつ世かい， I pray Thee, Lord Jesus, that Thou wilt be near;
Each morning ere dawn comes, while still in my sleep,
なれ以がーいをしたわずに， たのしませや，ただなれを。
Then whispering call me and open my ear.
#290 羡慕─活在主面前
3 Each time, Lord, when reading in Thy holy Word,
1 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
I pray that Thy glory may shine on each line,
不让我心快乐，若我在爱慕、在感觉、或思想无你的事物。
That clearly I'll see what a Savior I have
每一刻，每一天，不论何痛苦，当世上正没有什么可鼓舞，
And how great salvation that Thou hast made mine.
当叹息正不禁，眼泪流滴滴，主，擦干我眼泪，平静我叹息。
When helpless I come, Lord, to kneel at Thy throne,
2 我每次如梦想人生的善美，亲爱主，我求你，必须也在内！
I pray Thee to hear me and grant me Thy grace;
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不让我凭自己去单独选择！
If thru my shortcomings Thou hear not my prayer,
当每夜万籁静，孤单自处时，主耶稣，我求你，仍与我同止;
Withdraw not Thy presence, O hide not Thy face.
当每晨未破晓，我仍蒙昧中，求你来低声唤，将我耳开通。
3 当每次我虔读你圣洁话语，求你用你荣耀照亮每一句；
让我能明看见：这宝贵救主，和祂的大救恩，无一不我属。
当我正无倚靠跪到你座前，求垂听我祷告，赐够用恩典；
有时候因有错，祷告你不听，别收回你同在，使我感不宁。

胸牌上的十二個寶石
（上面刻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
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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