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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结晶读经（二）#11（1）
圣地上的圣殿和圣城（鸟瞰､诗歌 补 415）
Overview：地的结果乃是殿和城。我们需要先恢复地，也就是恢复对基督丰富的享受。这样，殿与城就会在地上得着恢复。殿是为着神安息的家，城是为着神权柄的国。信
徒与基督的相距是，他们越享受与主，就越与主亲近。今世，召会作为神的殿与城，与神交通的中心，是神管治的中心。新约经纶，是以耶稣，“神与我们同在”开始，以
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所在”结尾。
Ⅰ．圣地预表基督，圣地的结果乃是圣殿与圣城，圣殿与圣城预表召会；召会是享受基督丰富的结Ⅱ．美地位于西面的地中 Ⅲ．分地所描绘的这幅图画显示，在复兴的时候，
果：
海，与东面的死海和约但 从北边的但，到南边的迦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
Ａ．当神所拣选的人有分于并享受基督的丰富时，这些丰富就把他们构成召会；借着召会，诸天 河之间：
要享受基督，但他们与基督相距的远近是不同
界里执政和掌权的天使，就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因此，召会是基督一切所是的智慧展示。
Ａ．迦南地这块高地被水 的：
Ｂ．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奶与蜜预表基督的丰富；奶与蜜都是两种生命—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 围绕，指明美地是被死围 Ａ．众支派与基督相距的远近，由他们的重要性所
—结合而成的产品：
绕；因此，美地预表复活 决定；最重要的人是祭司，他们与基督最亲近，
１．奶产自吃草的牛，蜜由蜜蜂采花蜜而成。
的基督，祂从死人中复
并且他们维持百姓与主之间的交通；利未人与主
２．奶与蜜表征基督的丰富来自祂生命的两方面—动物生命所预表祂为着法理救赎之救赎的生 起、被高举；这也指明对 的远近居次，他们维持向主的事奉。
命，以及植物生命所预表祂为着生机拯救之生产的生命。３．因此，美地是宽阔之地，就是包 基督的享受与祂的死极有 Ｂ．然后是为城作工的人，是第三等亲近主的人，
罗万有的基督在祂完满的救恩里，包括祂法理的救赎与生机的拯救。
关系—必须是在祂死的范 他们维持神的行政；此外，还有王室和君王，以
Ｃ．地的恢复，表征对基督丰富之享受的恢复；基督自己是不会丧失的，但我们在经历中，却会 围、境界里。
及君王的职分。
丧失基督。
Ｂ．美地的北面没有河为 Ｃ．祭司的交通、利未人的事奉、维持神行政的工
Ｄ．地一旦被恢复，殿和城就能在其上建造起来；迦南美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完满、完整、终结 界，乃有黑门山；黑门山 作以及君王的职分，都是出于地的丰富；按照属
的预表；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作神子民分得的产业，成 是一座高山，表征诸天， 灵的意义，这意思是说，在召会中一切的交通、
为他们的享受。
神恩典之甘露从其降在预 事奉、工作、行政、王室的身分、为主的权柄和
Ｅ．以色列人借着享受那地的丰富，就能建造圣殿作神在地上的居所，并建造耶路撒冷城，将神 表众地方召会的锡安山； 君王的职分，都是出自对基督丰富的享受。
的国建立在地上；照样，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享受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 高起的美地和黑门山，表 Ｄ．我们越享受基督，就越与祂亲近；我们越与祂
体，召会，就是基督的丰满，祂的彰显，也是神的居所与神的国。
征复活的基督，祂已升到 亲近，我们在祂的定旨上就越重要。
Ｆ．圣所，就是殿，乃是神的家，为着祂的安息；城是神的国，为着祂的权柄；二者都预表召会 诸天之上。」
Ｅ．最重要的是祭司和君王；按照新约的启示，所
作神的家和神的国，要终极完成于永远里的新耶路撒冷，为着成就神永远的经纶。」
有新约的信徒都该操练作祭司和君王。」
Ⅳ．城有十二个门，其上有以色列十 Ⅴ．以色列的历史是召会历 Ⅵ．在以西结书末了，神在 Ⅶ．“从那日起，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原文，耶和华沙玛）
二支派的名字，这城必是耶路撒
史完满的预表：
圣地上得着圣殿和圣城：
（Jehovah-shammah）”：
冷；这城将是千年国的属地部分， Ａ．以色列的历史，开始于 Ａ．神住在殿内，也住在城 Ａ．新约的经纶开始于耶稣，耶和华救主以及神与我们同在，并结束于新耶路
作复兴的以色列与神的居所；作为 以色列在出埃及时团体地经 中；在殿内，神与祂的百姓 撒冷，“耶和华的所在”以及“耶和华的城”，就是那伟大的我是的城。
这样的住处，这城预表召会中的得 历逾越节（出十二），并要 交通；在城中，神在祂百姓 Ｂ．耶和华是个人位，“所在”也是个人位；“耶和华的所在”意即耶和华在
胜者，并旧约中得胜的圣民，他们 继续直到主的第二次来，那 中间掌权；这指明在殿里并 祂所救赎、重生、变化并荣化的三部分人里面，并且他们也在祂里面。
要成为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国的属 时以色列要得复兴，并要建 在城里，神已经从天降下， Ｃ．因着是耶和华的“所在”，所以当人看见耶和华，就看见我们，并且人看
天部分，也就是诸天之国的实现
造属地的耶路撒冷，有十二 与人同住。
见我们，就看见耶和华。
里，作神与得胜者相互的住处：
个门。
Ｂ．殿和城预表召会在今世 Ｄ．“耶和华的所在”，事实上就是耶和华自己的同在，与祂所救赎、重生、
Ａ．门的数字是十二，由三乘四所组 Ｂ．召会的历史也开始于逾 作与神交通并为神掌权的中 变化并荣化之三部分人联结、调和并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伟大
成，表征神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是 越节，就是那被杀献祭的基 心：
的团体神人；这团体的神人乃是神与人相互的住处，就是神在人里，人在神
三一神（三）与祂所造之人（四） 督，并要继续直到千年国， １．召会作为殿和城，是在 里的居所。
的调和。
那时得胜的圣徒要成为属天 基督这美地里；在作为殿 Ｅ．借着享受祂作恩典，作我们所享受的一切，宇宙中每一样正面的事物，都
Ｂ．十二这数字也表征神行政上的绝 的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 和城的召会中，神得着祂 要为神在我们身上所作成的，使祂与我们成为一个实体—新耶路撒冷这荣耀
对完全和永远完整；这指明新耶路 冷，有十二个门。
的彰显，神和祂的子民也 的城—而称赞神：
撒冷不仅是神、人二性永远的调
Ｃ．在一千年以后，属天的
彼此享受，相互满足。
１．那时整个宇宙都要充满对“亚”（耶和华之缩写）的颂赞；祂为着自己
和，也是出于这调和而有的完全行 耶路撒冷要扩大，成为新天 ２．召会作神的殿和神的
的心爱美意，对我们所是的一切、在我们身上正在作的一切以及将要为我们
政；这城要为着神在永世里完整的 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包括 城，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
作的一切，为这些我们要向祂感恩并敬拜而宣告说，“阿利路—亚，赞美
行政管理，施行完满的权柄。
一切来自以色列和召会的赎 撒冷，直到永远。」
亚，赞美耶和华！”。
民，作神的彰显，并神和祂
２．我们必须与作诗的人一同呼喊：ａ．“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赎民在将来永远里相互的居
阿利路亚！”（诗150:6）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
所。」
当受颂赞的。愿众民都说，阿们。阿利路亚”（106:48）」

第一天：以西结47:13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以下的境界，给以色列十
二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分。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
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10 为要藉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
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出3:8 我下来…，领他们…，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私は下って
行って、彼らを…良い広大な地に、乳と蜜の流れる地に…上らせる。
弗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22 你们也在祂里面
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第二天：以西结47:15 这地的境界乃是如此：北界从大海…。
18 东界…就是约但河，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这是东界。
民34:12 再下到约但河，通到盐海为止。这四围的边界以内，要作你们的
地。
第三天：以西结48:1 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边尽头，经希特
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边界上的哈萨以难，北边靠着哈马，(各支派的地界
都从东延到西，)是但的一分。
27 挨着西布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分。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藉着耶稣
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9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作
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启1:6 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祂神与父的祭司；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
永永远远。阿们。
5:10 又叫他们成为国度，作祭司，归与我们的神；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
权。
第四天：以西结48:31 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启21:12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第五天：以西结48:31 (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
35 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苇，从那日起，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启21:22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第六天：以西结48:35 …从那日起，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启19:1 这些事以后，我听见天上仿佛有大批的群众，大声说，阿利路亚！
救恩、荣耀、能力，都属于我们的神。
赛60:14 素来苦待你的，他们的子孙必屈身来就你；藐视你的，都要在你
脚下跪拜；他们要称你为耶和华的城，为以色列圣者的锡安。
启21：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申言稿》

经历①：享受基督，像尼希米一样进取的建造召会
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看见：要有建造的恢复，必须先有地的恢
复。地的恢复，表征对基督享受的恢复。基督自己是不会丧失的，但我们
在经历中，却会丧失基督。当我们得救时，我们接受了基督。然而不久之
后，我们堕落离开，在经历中丧失了基督。地的恢复乃是恢复对基督之丰
富的经历。地一旦被恢复，殿就能在其上建造起来。
迦南美地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完满、完整、终结的预表；基督乃是三一
神的具体化身，实化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作神子民分得的产业，成为
他们的享受。……申命记八章七至九节中美地的丰富，预表基督那追测不
尽之丰富的不同方面，在祂的灵里作祂信徒全备的供应。……以色列人借
着享受那地的丰富，就能建造圣殿作神在地上的居所，并建造耶路撒冷
城，将神的国建立在地上。照样，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享受基督那追测不
尽的丰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召会，就是基督的丰满，祂的彰显，也
是神的居所与神的国。至终，神的居所与神的国要终极完成于永世里的新
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青年，在你的召会生活、基督徒生活、在职生活中，主要的
事乃是享受基督的丰富。你不要认为就算享受基督的丰富与召会生活、基
督徒生活有关，而跟在职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职生活中主要的事也是
享受基督。人原本就是以神为内容、彰显神的器皿，并不是工具。享受基
督，在里面被基督充满，在外面彰显基督，对你来说是一切事的秘诀。
享受基督的结果是建造神的殿和城。在你的在职生活里也是同样原
则。请通过享受基督，在神的祝福下建造你的在职生活。不论是召会生活
还是在职生活，只要你在享受基督、建造的神圣路线中，所有的生活都会
被祝福。
我们来研究看看尼希米的例子。尼希米进取的建造神的宫和城的城
墙。亚扪人和亚扪人的领导者对尼希米为以色利的子孙谋取权益的事很不
满。但是尼希米对这些反对者的嘲笑、蔑视、斥责毫不畏惧，单纯并进
取。因为尼希米不是活在天然的人里面，而是活在复活里，成为了对神有
用的人。对于一个领导者该是如何，他在神的子民中的做了榜样。他的进
取心有以下的特征。
ⅰ)尼希米在和神的关系上，他是爱神、是在地上爱神权益的人。
ⅱ)尼希米作为爱神的人，在交通中向神祷告、接触神、站在神的话上、照
着神的话祷告。
ⅲ)尼希米信靠神、更是与神合一、其结果是他成为了神的代理。
ⅳ)尼希米在与子民的关系上，完全没有己、不追求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他
常常主动为了子民，牺牲自己所有的。
尼希米的进取心和以上的特征，是他通过在与主的交通中享受主而产
生的特征。尼希米在享受主之后，进一步地参与到殿和城的重建。你不能
将在职生活和召会生活分离开。请在在职生活中实际地经历基督，进取的
建造召会。那个时候，虽然撒旦会来攻击你，但是你绝不要害怕、胆怯，
应该像尼希米一样斥责敌人。那样的话，你的在职生活就会蒙祝福吧。
尼 5:19 我的神阿，求你记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以善待我。

经历②：现今的时代，召会是与神交通的中心、神掌权的中心
以西结书以这样的话作结束：“从那日起，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
在。”（48:35 下） 在以西结书末了， 神在圣地上得着圣殿（40-44 章）和圣城
（47-48 章）。神住在殿内，也住在城中。在殿内，神与祂的百姓交通；在城
中，神在祂百姓中间掌权。这指明在殿里并在城里，神已经从天降下，与人同
住。殿和城预表召会在今世作与神交通并为神掌权的中心。召会作为殿和城，是
在基督这美地里；在作为殿和城的召会中，神得着祂的彰显，神和祂的子民也彼
此享受，相互满足。召会作神的殿和神的城，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直到永
远。
今天在神的召会（祂的建造）里，祂有殿，就是祂的居所；祂也有城，
为着祂的管理。这样，召会就成为与神交通，并为着神掌权的中心。我们若
对基督作美地有充分的享受，就必定有这结果，就是殿与城。当美地上有了
殿与城，神就得着祂的彰显；我们要享受神，神也要享受我们；我们与神就
有相互的满足。
中高生篇
新约圣经开始于耶稣、「神与我们同在」，结束于「耶和华」。现今时
代的召会，是神的殿、与神交通的中心、城、神作王掌权的中心。你若是清
楚地看见、明白的话，你对召会生活的態度就会有转变吧。召会渐渐被建
造，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千年国成为新耶路撒冷、在永远的未来里，终级完
成于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现今的时代，美国的白宫、日本的首相官
邸、韩国的青瓦台、中国的中南海、俄国的克里姆林宫都不是中心，召会才
是中心。召会是与神交通的中心、是神管治的中心。召会是多么超越。
召会一方面像是容易亲近的家庭，另一方面也是有权威的神的殿。你不可以因社
团活动和交朋友而牺牲掉召会生活。世人因为不认识基督与召会，所以看重这些东
西。但是，为了使你的人生蒙祝福，你必须要与神交通、让神来带领、让主来祝福。
你若知道召会是与神交通的中心，你就绝对不会牺牲掉召会生活了吧。并且，世界是
撒旦的国度，所有人都在撒旦的支配下痛苦着。能够逃离撒旦支配的惟一方法就是留
在神的国度－召会里面。你会选择撒旦作王的国度，还是神为王的国度呢？如果你知
道召会是神的国度及除此之外是撒旦的国度的话，你就会宝贝自己的召会生活了。
或许因为你还年轻，所以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召会是有权威的神的殿。但是请
你要到主面前祷告上述的要点。这样主就会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帮助你正确地认
识召会。
根据报导指出，有位东京大学毕业进入厚生劳动省后，又以国费到哈佛大学研究所进
修公共卫生，之后成为国会议员的女性，被控告对秘书有暴力行为及言语攻击。她的学历
和职历都非常出色，然而却没办法控制自己爆发出怒火，在这次选举中落选、又因其暴力
行为及言语攻击而被起诉。这说明了这人完全没有卑微、温柔、恒忍、爱、和平的联索等
美德。東京大學和哈佛大學也沒有要求這些美德。然后在撒旦奴役的状态中无法有效自
制，爆发出怒气的状态。另外，在野第一大党的党主席的议员(聪明有绅士风范)也为了在
这次选举胜出而设立新的希望之党，并自己决定了转移整个党。但是因为这个原因，所属
于在野第一大党的议员就经历了历史上败北的经验，现在党主席因此受到许多人严厉的批
判、责骂。这里的论点是，做出错误判断的这件事。中高生的各位，之后不只是准备大学
入学考试的事上而已，也会有许多时候不得不要做出判断吧。作决定时，若是能够与神交
通，你就不会陷入错误的决定里吧。召会是与神交通的中心。阿们！

補 415 追い求め前進するー聖化されることを

1135 Longings - For Sanctification
補 440 追求與長進

1.

主がぞう加し、せい化しませ、
主のパースンをかくだいして、
栄光のしょう会、しゅつ現すため、
主、増しくわえませ。
主よ、せい化しませ、主は唯いつのみち、
主をパースンとし、かくだいしませ。
主よ、せい化しませ。

2.

生けることば かたり、あらい、
わがこころを きよめたまえ。
さらにかたり、かく部ぶんを
すべてきよめませ。
主よ、きよめたまえ、天然をあらい去り、
生けることば、われにかたり
えいこうとなせや。

3.

4.

5.

なれ、しょくもつ、われやしない、
つくり変えに あずからせる。
なれしょくせば、まんぞくする、
主よ、やしないませ。
主よ、やしないませ、自己あらい去らせ、
きよめ、満たし、満ち満たせや、
主よやしないませ。
主よ、やさしい はぐくみもて、
ひつ要満たし、やしないませ。
われ、やさしく あなためませ
主よ、はぐくみませ。
主よ、はぐくみませ、つめたさを去らせ、
主よ、やさしくはぐくみませ、
主よ、はぐくみませ。
なれをわれにつくり込んで、
栄光の召かい ととのえませ。
かくちょうして、なれもとめる
はなよめを得ませ。
主よ、かくちょうして、召会をえい光化し、
われらをいま なが栄光へと、
主よ、完せいしませ。

1. Oh, sanctify us, Lord; now add Thyself to us,
In our experience, Thy Person spread in us,
That in reality the church be glorious,
Lord, do add Thyself, we pray. Oh, sanctify us, Lord,
today;
Lord Jesus, You’re the only way.
We take Your Person, Lord;
Oh, spread Yourself abroad. Oh, sanctify us, Lord, today.
2. Oh, purify us, Lord, by speaking in our heart;
Thy living, spoken word this washing will impart.
Increase Thy speaking, Lord, and cleanse our every part.
Oh, purify us, Lord, we pray. Oh, purify us, Lord, today;
Wash all our natural life away. Speak now Thy words in
us,
And make us glorious. Lord, do speak in us today.
3. O Lord, do nourish us; You are the food we need;
As we are eating You, we’ll be transformed indeed;
We’re fully satisfied as on Yourself we feed,
So nourish us, O Lord, we pray. Lord, do nourish us
today
As all our self You wash away. Not only purify,
But fill and satisfy; Lord, do nourish us today.
4. O Lord, do cherish us, as on Thyself we feed;
Warm us so tenderly and meet our every need.
Our hardness soften, Lord, till we are Yours indeed;
Oh, cherish us, dear Lord,
we pray. Lord, do cherish us today,
Until our coldness flees away. Oh, hold us close to Thee
And cherish tenderly; Lord, do cherish us today.
5. Lord, make us glorious, by all Your inner work,
Not glory for ourselves, but glory for the church;
That You may have Your Bride,
thus ending all Your search.
Lord, do work on us, we pray. Lord, do work on us today!
To form the church Your glorious way.
Oh, spread Yourself in us
Till we are glorious; Oh, make us glorious, Lord, today.

1. 哦主，聖化我們，加添你的自己；
願你寶貴人位擴展在我衷裏，
使你榮耀召會在此顯為實際；
哦主，求你加添自己。哦主，今日聖化我們，
捨此無路滿足神心。惟願你作人位，
擴展徧及四圍；哦主，今日聖化我們。
2. 哦主，潔淨我們，向我們心說話；
洗滌我們全人，直至聖別無瑕。
願你活話擴長，來將我們聖化；
哦主，求你潔淨聖化。哦主，今日潔淨我們，
不容天然生命留存。美麗、榮耀添加，
皆因你的說話；哦主，今日潔淨我們。
3. 哦主，滋養我們，惟你是真食物；
只需喫飽喝足，變化自然顯出。
惟有得你餧養；我們纔真滿足；
哦主，求你滋養眷顧。哦主，今日滋養我們，
老舊、天然洗滌淨盡。求你來施潔淨，
又將我們充盈；哦主，今日滋養我們。
4. 哦主，顧惜我們，以你柔愛養育；
藉你溫情撫慰，眷顧我們所需。
輭化剛硬石心，好來施情佔據；
哦主，今日顧惜我們。哦主，今日顧惜我們，
冷淡、死沉全都驅盡。當你懷搋緊緊，
我們能不歡欣？哦主，今日顧惜我們。
5. 哦主，榮化我們，藉你內裏運行；
非為個人明亮，乃為召會得榮。
願你得著新婦，成就你愛經營；
哦主，求你在我運行。哦主，今日運行我身，
妝飾新婦迎你再臨。願你開展擴充，
召會榮上加榮，哦主，今日榮化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