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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的建立，以及帳幕、雲彩與榮光乃是三一神完滿的豫表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8

Ⅰ．對人來說，帳幕是會幕，對神來說，那是帳幕；帳幕與神的見證有關，會幕是比較外表、外面的，與神在地上的權益和祂的
行動有關。
Ａ．大多數基督徒注意在祭壇那裏得救的經歷，但出埃及記啓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見
證的櫃在見證的帳幕裏。
Ⅱ．放進帳幕的頭一件器物是見證的櫃，
Ｂ．見證的櫃在帳幕裏，至終要終極完成於一個永遠的帳幕，就是新耶路撒冷，而以見
指明這櫃是帳幕及其器物的中心項目：
證的櫃，就是救贖的基督，爲中心。
Ｃ．神永遠的目標是要得着新耶路撒冷，作帳幕同約櫃終極的應驗。
１．帳幕的豫表應驗於基督，神聖三一的第二者，成爲肉體的子神。
２．降下來遮蓋帳幕的雲彩，是豫表聖靈，神聖三一的第三者。
３．施浸者約翰看見那靈降在基督身上；基督被視爲帳幕之豫表的應驗。
Ａ．帳幕被立
４．約翰一章十四節說，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這榮耀相當於那充
起來，被雲彩
滿帳幕的榮光。
遮蓋，並被榮
５．在出埃及四十章帳幕被降 ａ．我們讀約翰一章時需要看見，今天基督作爲帳幕的應驗，與我們
光充滿時，就
下的雲彩遮蓋，並被耶和華的 同在；遮蓋的靈在這帳幕上，並且榮光充滿了這個帳幕。
Ⅲ．帳幕、 成 爲 三 一 神
榮光充滿的這幅圖畫，應驗於 ｂ．這個三一神的啓示不僅是道理；我們正在看一幅鮮活三一的異象。
雲彩與榮光 完滿的豫表：
約翰一章：
乃是三一神
６．因爲帳幕是豫表基督，雲彩代表那靈，並且榮光是神自己得着彰顯，所以帳幕被雲彩遮蓋並被榮
完滿的豫
光充滿的圖畫，在表樣上，將整個三一神具體表現出來。
表：
Ｂ．帳幕立起來，雲彩降下來 １．在此之前，三一神從未在地上得着具體表現；從創世記到出埃及記，三一神的
遮蓋它，榮光進來充滿它的那 具體表現乃是神的目標。
日，乃是大日：
２．雲彩遮蓋、榮光充滿的帳幕，是以色列人極大的祝福，但他們所有的只是表樣，
今天我們有其實際。
Ｃ．在出埃及四十章九節用來抹帳幕的膏油，豫表靈神，由三 １．膏油相當於基督復活以後的那靈。
一神、基督的人性、基督的死同其功效、以及基督的復活同其 ２．那靈先作爲膏油膏抹我們，然後作爲雲柱和火，
大能複合而成：
帶領並引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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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聖言中關於三一神的啓示，不是爲着道理的明白，而是爲着神在祂的神聖
１．新約裏說到關 三一裏，分賜到祂所揀選、救贖的人裏面，給他們經歷並享受。
於神的一切事，都 ｂ．三一神—父、子、靈—經過了過程，成爲賜生命的靈，使我們能飲於祂，
Ｄ．三一神具體 與那爲着神聖經綸 使祂能成爲我們的享受；這就是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化身在作帳幕 的神聖分賜有關： ｃ．神聖的三一乃是爲着神聖的分賜，就是將神分授到在基督裏的信徒裏面；
Ⅲ．帳幕、
父是起源，就是源；子是彰顯，就是泉；靈是傳輸，就是流。
的基督裏，目的
雲彩與榮光
是要將祂自己 ２．就豫表而言，以色列人在神聖分賜與調和中享受並擁有三一神，三一神也享受並據有他們。
乃是三一神
分賜到祂的贖 ３．新約是啓示三一神與祂所救贖之人，神聖分賜與調和的完滿實際。
完滿的豫
民裏面，使他們 ４．以弗所書是由神聖三一爲其基本元素和架構所組成，每一章都啓示三一神；因此，以弗所書乃
表：
享受祂所是的 是出埃及四十章之帳幕清楚的說明和解釋。
一切豐富：
５．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是建造召會—基督的身體與神的居所—獨一的路。
６．我們需要有聖經中心事物的異象—神聖的心意、神聖的經綸、以及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要分
賜到在基督裏的信徒裏面，爲着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三一神永遠、
團體的彰顯。
Ａ．作神百姓的以色列人，乃是 １．他們整個歷史就是召會的豫表。
２．今天神的家實際上就是召會。
Ⅳ ． 在 舊 約 時 新約信徒的豫表：
代，神的家就是 Ｂ．在創世記末了，產生了個人的以色列，作爲神家的小影，以彰顯神並代表祂行使祂的權柄。
以色列家，由帳 Ｃ．在出埃及記末了，產生了團體的以色列，作爲神的家彰顯神，並代表神在地上行使祂的權柄。
幕所代表，以後 Ｄ．神永遠定旨的目標，是要得着 １．創世記和出埃及記總結於神的帳幕，神的居所，充滿了神的榮光。
由聖殿所代表： 一個團體的人作祂的居所，在永世 ２．照樣，全本聖經總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永遠的帳幕，充滿了神的榮耀，
裏作祂的彰顯和代表：
並在永世裏行使神的權柄，爲着祂神聖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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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生活、家庭生活篇）
① 出 40:2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會幕的帳幕，3 把見證的櫃安
的是更深奧的。倘若我們沒有癲狂，這指明我們還未看見啓示。
放在裏面，用幔子將櫃遮掩。
･･･多年來人告訴我，在舊金山和洛杉磯之間開車往返時，應

出埃及記啓示，神的心意是要得着約櫃。約櫃乃是見證的櫃，
這使帳幕成爲見證的帳幕。神所要的，乃是見證的櫃在見證的
帳幕裏。然而，我們也許不過是要自己的救恩。因着我們關心
自己的救恩，也許一點沒有想到神的見證。我們得救是在祭壇
那裏，但神的見證卻是在約櫃那裏。今天大多數基督徒對於神
的見證沒有甚麼概念；他們主要是關心自己的救恩。你如果和
他們談到神話語中別的事，他們也許會說，
『這與我的救恩有甚
麼關係？這會斷定我能不能上天堂麼？』･･･〔啓示錄這卷書〕
乃是論到耶穌的見證。這個見證就是神的約櫃。按照啓示錄，
神的約櫃至終要終極完成於一個帳幕，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
路撒冷乃是帳幕終極的應驗。神永遠的目標就是要得着新耶路
撒冷。
按照神經綸的異象，你得救不是為了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
是為著神的見證。當然，你若是有神的見證，你的生活自然會
提升、蒙祝福。但是，得救的目標是要有神的見證。帳幕是為
著見證的櫃，見證的櫃是帳幕的中心。你必須要有這樣的異象
來過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及召會生活。例如，你不是為了自己工
作的業務蒙祝福、加薪而禱告，要為著在工作上成為神的見證
而禱告。為了成為神的見證，每天早上要與弟兄姊妹一同禱讀
經節、得著復興。並且，在抵達公司前，應該要享受主、被主
的靈充滿，為著主的見證執行業務而禱告。這樣，你就會被主
的靈充滿、得以成為神的見證。同時，你在業務上也能夠慢慢
進步、成為傑出表現者吧。
② 出 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當帳幕立起來，雲彩降下來，榮光進來時，以色列人如何反
應，聖經沒有記載；但我信許多人喜樂癲狂。今天，我們所有

該走太平洋沿岸公路，看看沿岸的風景。幾年前我終於走了這
條路，那美麗的景色令我不敢置信。我所聽到的描述，無法與
實際的景象相比。我甚至在幾個景點停下來，下車好好欣賞風
景。同樣的，我們不僅需要聽別人描述他們所看見的帳幕，也
需要自己看一看：基督作爲帳幕，爲聖靈所遮蓋，並爲神的榮
光所充滿。

③

一旦看見今天的帳幕－召會為神的榮光所充滿的異象，你就會
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基督與召會，絕對不會離開召會生活吧。
哥林多後書 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林後十三章十四節很強的證明，神格的三一，不是爲着人在
道理上領會系統的神學，乃是爲着神在祂的三一裏，把自己分
賜到所揀選並救贖的人裏面。在聖經中，神聖三一從未僅僅當
作道理啓示人，總是在說到神與祂的造物，特別與祂所造的人，
尤其是與祂所揀選並救贖之人的關係時，才啓示或說到…我快
樂的祕訣，就是我接受了，且仍在接受那奇妙、無限、有追測
不盡之豐富的基督。每一天，我將祂更多接受進來。
你不可以帶著日本人的宗教觀念來讀聖經。按照日本人的宗教觀念，
就算神是敬拜的對象，但是絕對不是能經歷且享受的對象。按照這個
宗教觀念，聖經的許多經節就只不過是好的故事或是過去的歷史，和
你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無法也沒有必要經歷。撒但用這種文化面的
明白，讓身為神的子民的你看不見這經歷並享受主的神的經綸。希望
主可以使你張開眼睛，藉著智慧和啟示的靈清楚地看見神經綸的異象，
能夠照著異象經歷並享受神的分賜。在實際的在職生活、家庭生活、
學校生活的情形裡，能夠主觀地經歷基督作為安息、能力、力量、智
慧及一切。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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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The Church - The Lord's Recovery; Haggai 1
1. This is the time for building the temple of the Lord
１ 主のみや建造され、地方しょうかいが
That all the local churches may fully be restored.
いま完全に回ふくするときである。
'Tis not the time for our house while God's house lieth waste brothers,
かみのいえはいま荒廃している。
for God's building, rise up, make haste!
かみの建造のため、いざ立て！
(C)
Be strong, be strong, God's dwelling place to build!
（復） つよくあれ、住まい建造せよ！
The Lord of hosts is with us, with His glory 'twill be filled!
万軍の主どう在す、みや栄こうに満つ！
Be strong, be strong, and work in one accord,
つよくあれ、調和しはたらけ、
That all the nations may behold the temple of the Lord.
すべてのひとみやを、見つめるため。
2. O hear, the Lord is speaking: Consider now your ways,
Ye sow and bring in little, for lacking is My praise.
２ 主のことばを聞け、みちをかんがえよ。
Go up into the mountain, material to provide,
賛美に欠けるゆえ、収かくはわずか。
And build My house that I may be glorified.
やま行き、木を切り、材料そなえよ。
3. Ye who are priests, ye remnant of Christians now obey ―
主のいえ建造する、栄光主に！
The Lord Himself is with us, whatever men may say,
With spirits stirred and burning, now let us come to work;
３ さい司、レムナントはいま主にしたがう。
May none his part with others in building shirk.
ひと、なに言うとも、主ともにいます。 4. I'll fill this house with glory, the Lord of hosts has said,
霊をふるい立たせ、燃え、はたらけ。
And the desire of nations will be exhibited.
主のみやの建造にあずかろう。
Its glory will be greater than all that's gone before,
And we will share this glory forevermore.
４ 主は言う、「このいえ栄こうで満たす」。
諸こく民のねがいはてんらんされる。
まえのえいこうにまさるえい光、
われらはえい遠にあずかる。
詩歌（補充本）
、６０２番

补充本,#606 建造神的圣殿
_一_
建造神的圣殿的时候已经来到，
所有的地方召会要完全被建造。
不该专顾你的家，而神家却荒废；
弟兄们，快快兴起，建造召会！
(副)
刚强！刚强！全体起来建造！
神必定与我们同在，使殿满了荣耀。
刚强！刚强！同心合意工作；
地上万国都要看见神荣耀的居所！
_二_
听阿，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行为，
撒种虽多，收却少，因对我缺赞美；
你们要上到山上去为我取木料，
同心建造我居所，我得荣耀。
_三_
你们蒙召的祭司当向神全顺服，
神既与我们同在，管他世人怒目，
灵里激动并火热，我们同来作工，
但愿在其中没有一人放松。
_四_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殿要满荣耀，
地上万国羡慕的必定快要来到，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
我们同享这荣耀，喜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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