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0）
三個帳幕
Ⅰ．聖經裏的三個帳幕—帳幕的豫表、帳幕的實際、帳幕的終極完成—啓示出神經綸的目標，
是要得着一個團體的人成爲祂的居所，在永世裏作祂的彰顯和代表：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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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
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Ａ．在舊約裏，帳幕的豫表完滿且完整的啓示個人的基督作頭，和團體的基督作身體，就是
召會，包括爲着召會生活而經歷基督的許多細節（作爲神的居所，帳幕和聖殿乃是一）。
出25:9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
列王上8:4 他們將耶和華的約櫃、會幕、和會幕裏的一切聖器具，都運上來，是祭司和利未
人將這一切運上來的。
Ｂ．在新約裏，帳幕的實際乃是成爲肉體的基督，就是個人的基督，也是團體的基督，就是基督的
身體；藉着祂的死與復活，個人的基督擴大成爲團體的基督，就是新約信徒所組成的召會，作爲
神的殿（神的家），和基督的身體。
提摩太前書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哥林多前書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
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Ｃ．帳幕的終極完成作整本聖經的總結，乃是新耶路撒冷，就是偉大的團體神人，作經過過
程、終極完成之三一神，與蒙祂重生、變化並榮化之三部分人永遠、擴大、神人二性的宇宙
合併。
啓22: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
生命的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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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詩篇八十四篇是關於享受基督作爲帳幕豫表之應驗的隱密啓示，這享受使我們合併到祂
裏面，成爲帳幕的實際和終極完成：
詩84:1 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2 我的魂羨慕，甚至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
心腸，我的肉體，向活神呼籲。
Ａ．詩篇八十四篇對神殿更深的愛與更甜美的經歷，是在經歷神的對付和剝奪之後而有的，
也是藉着經歷神作我們獨一的分，並給基督獨一的地位而得恢復的：
詩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26 我的肉
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裏的磐石，又是我的業分，直到永遠。
Ｂ．神對付祂聖民的目的，乃是要使他們倒空一切，單單接受神作他們所贏得的，並以神聖
的三一重新建造起來，成爲神的傑作，成就神永遠的經綸，使祂得着彰顯。以弗所書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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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
的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
Ｃ．神信實的取去我們一切的偶像，並帶我們進入祂的經綸，叫我們享受基督，好使祂得
着一個完完全全是基督人位的恢復。
Ⅲ．詩篇八十四篇內在的內容，是關於享受基督作那成爲肉體之三一神、作神人的隱密啓示：
Ａ．這隱密啓示的中心是神的家，由帳幕和殿所豫表。
Ｂ．基督作三一神的具體化身，乃是帳幕和殿之豫表的應驗：
１．這應驗開始於祂的成爲肉體，就是個人的基督，並繼續直到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就是
團體的基督，極大的神人。
２．新約從馬太福音到啓示錄，包括三一神成爲肉體的整個期間，乃是神聖的成爲肉體的
記載。
３．在神的殿中享受基督作那成爲肉體的三一神，乃是由帳幕及其物件的排列所描繪。
（見圖表。）
Ⅳ．詩人羨慕，甚至渴想在神的帳幕裏，指明詩人愛神的帳幕到何等的地步；這愛藉着許多試
煉而達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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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阿，在你的兩座壇那裏，連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爲自
己找着菢雛之窩』（詩84:3）：
詩84:4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
5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Ａ．這兩座壇—獻祭牲的銅祭壇和燒香用的金壇—乃是成爲肉體之三一神，就是基督作神
的具體化身，爲着祂的擴增，所完成的主要工作：
出40:5 把燒香用的金壇放在見證的櫃前，掛上帳幕的門簾。6 把燔祭壇放在會幕的帳幕
門前。
１．在豫表基督十字架的銅祭壇這裏，我們在神面前的問題藉着釘十字架的基督作祭物
得了解決；這使我們有資格進入帳幕，（帳幕豫表基督是成爲肉體、可進入的三一神，）
並在香壇這裏接觸神。
２．在至聖所前面的金香壇這裏，這位在升天裏復活的基督是香，使我們在平安中蒙神悅
納；我們藉着在香壇的禱告，進入至聖所，就是我們的靈，在此經歷基督作見證的櫃及
其內容。
希伯來書9:4 有金香壇，和四面包金的約櫃，櫃裡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
並兩塊約版；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３．我們藉着對基督這樣的經歷，就被合併到帳幕，就是成爲肉體的三一神裏面，成爲團
體基督的一部分，作神的見證，使祂得着彰顯：
哥林多前書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ａ．獻祭牲的銅祭壇與基督在地上的職事中，在物質的範圍裏，所完成神法理的救贖有
關。
希伯來書9:14 何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潔
淨我們的良心，使其脫離死行，叫我們事奉活神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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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金香壇與基督在天上的職事中，在神聖奧祕的範圍裏，所施行神生機的拯救有關。
羅馬書8:34 誰能定我們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已經復活了，現今在神的
右邊，還為我們代求。
希伯來書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
為他們代求。
9:24 因為基督並不是進入人手所造的聖所，那不過是真聖所的複本，乃是進入了天
的本身，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
Ｂ．藉着這兩座壇，神所救贖的人，就是『麻雀』和『燕子』，能找着窩作他們的避難所，並找
着房屋與神同享安息：
詩90:1 主阿，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91:1 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１．基督的十字架，由銅祭壇所豫表，是我們的『窩』，我們的避難所，在此我們蒙拯救脫
離煩惱，在此我們也得以『菢雛』，卽藉着傳福音，產生初信者。
２．當我們經歷在升天裏復活的基督（由金香壇所豫表），我們就在這樣一位基督裏蒙神
悅納，並在神的殿中找着房屋，也就是安息之所。
３．這殿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與一切祂所救贖、重生並變化之選民的聯結、
調和與合併，在今世乃是基督的身體，在永世乃是新耶路撒冷，作神與祂所救贖之人
相互的居所。
約翰14:1 你們心裡不要受攪擾，你們當信入神，也當信入我。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
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是為你們豫備地方。3 我若去為你們豫備了地
方，就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4 我往那裡去，你們知道那條
路。5 多馬對祂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怎能知道那條路？6 耶穌說，我就是
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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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住在你殿中的，便爲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萬軍之耶和華阿，信靠你的人，便爲有
福』（詩84:4，12）：
Ａ．按豫表，殿是整體的召會，居所（詩84:1—帳幕，複數）是眾地方召會。
提摩太前書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推雅
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Ｂ．讚美主該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召會生活該是讚美的生活。
詩22:3 但你是聖別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5:16 要常常喜樂，17 不住的禱告，18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
對你們的旨意。19 不要銷滅那靈，
腓立比書4:4 你們要在主裡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Ｃ．在召會生活裏，我們信靠神，不信靠我們自己或我們天然人的才能，解決困難的處境。
哥林多後書1:8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就是我
們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9 自己裡面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
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Ⅶ．『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爲有福』（詩84:5）：
Ａ．錫安大道表徵我們想要進入作爲神殿的召會，也是有福的大道，我們藉此尋求那成爲肉體
之三一神所完成的（由帳幕的器物所豫表）。
Ｂ．一面，我們已進入神裏面；另一面，我們還在進入神的大道上。
Ｃ．錫安大道在我們心中，意思是我們需要在裏面接受召會的路，而不是外面的接受；當我們
深深的在內裏生命中，我們必定會在召會的路上；錫安大道就會在我們心裏。
Ｄ．錫安就是神所在之處，也就是至聖所；得勝者要成爲錫安，主的恢復是要建造錫安。
詩84: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我寧願站在我神殿的門檻，也不願住在
惡人的帳棚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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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這谷』（詩84:6）：
詩84:7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Ａ．流淚谷，或，巴迦谷；在錫安大道上的人，一面在神裏面得着加強；另一面，他們也受到
撒但的反對，叫他們遭受逼迫。
Ｂ．撒但所引起的難處和逼迫，會使大道成爲流淚谷；這特殊的辭指明，詩人受了神的管教，並
被神剝奪。
Ｃ．錫安大道不是外面、膚淺或便宜的；我們必須出代價走召會的路。
腓立比書3:7 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Ｄ．當我們經過流淚谷，神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這泉源就是那靈。
Ｅ．我們越在錫安大道上流淚，就越接受那靈；我們流淚時，就被那靈充滿，那靈也就成爲
我們的泉源。
Ｆ．經過流淚谷而進入召會生活的人，會發覺這樣流淚至終對他們成爲大福；這福就是那
靈。
Ｇ．他們所流的眼淚是自己的，但這些眼淚帶來泉源，成爲秋雨，就是那靈作他們的福分。
Ⅸ．『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
日；我寧願站在我神殿的門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因爲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
牌；耶和華賜下恩典和榮耀』（詩84:7，10-11 前半）：
Ａ．我們越在召會生活中往前，就越得着力量。
箴4:18 但義人的途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
Ｂ．我們若從裏面按照神的旨意在召會生活裏事奉，在神眼中每日就抵過多日。
約珥書2:25 我打發到你們中間的大軍隊，就是群蝗、舔蝗、毀蝗、剪蝗，那些年所喫的，我要
補還你們。
Ｃ．我們住在神家裏所蒙的福，乃是享受成爲肉體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作日頭供應我們
生命，作盾牌保護我們脫離神的仇敵，作恩典在裏面給我們享受，並作榮耀在外面彰顯
神的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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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在職篇）：
① 詩84: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阿，在你的兩座壇那裏，連麻雀也找著房屋；燕子也為自
己找著菢雛之窩。4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
勝似在別處住千日；我寧願站在我神殿的門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

我們在召會裏首先找到避難所，然後找着房屋。在我們得救並進入召會以前，我們不僅在流
浪，無家可歸，我們也沒有任何防衞、保護或藏身之處。當我們來到召會中，就立刻來到銅祭
壇，基督的十字架那裏，解決了我們的問題，找到了藏身之處，就是避難所。我們將自己藏在
十字架裏。然後當我們繼續接觸神，在香壇這裏禱告神時，我們就覺得我們是安息在家裏。
在召會生活中，你有避難所和可安息的家。因著有避難所和家，讚美主。離開召會生活，沒有
安全的地方和提供安息的場所。身為在職者，你有公司內部的競爭及和其他公司競爭迅速處理
事情。在這樣的情形裡，若你有避難所或是家，那就成了很棒的福音。因此，你不要過著被在職
生活所左右，必須要的召會生活，要過著以召會生活為中心的在職生活。這樣，你的在職生活
就會因著召會生活而蒙祝福。
② 詩84: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這谷。7 他們行走，力上
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

當我們經過流淚谷，神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我們若走大道往神的殿去，難處和逼迫會臨
到我們，這樣的事使我們流淚。但神要將我們的眼淚變爲泉源。惟有流淚的人會有泉源。我
們流淚越多，泉源就越大。…經過流淚谷而進入召會生活的人，會發覺這樣流淚至終對他們
成爲大福。這福就是那靈。
在職生活裡必定伴隨著苦難。例如受到不合理待遇、被人騙、背黑鍋、業績提升卻沒有加薪
等等。你在遭遇這些苦難時也許流了淚。但是讚美神。神能夠將你的淚水變成泉源。在苦難中
保持召會生活，與主一同忍耐的話，主的時候到時，淚水必定變成祝福的泉源，就能夠找到大
大的祝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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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召会―引き付ける
1. 何とあいすべきや！ こころしたういえ！
なが臨在せつにもとめ, わがこころさけばん。
2. 祭だんのかたわら, すずめ住みかを得,
つばめはひなをかえす 巣をば見いだせり。
3. すずめ,つばめのよう よわく,ちいさくも,
主のいえに住み,さい壇, 香壇のさち享受す。
4. ちから,なれにあり, 前途もかえりみず,
こころシオンのおお路に あるひと,さちなり。
5. なみだのたに間も, いずみある地とし,
あきのあめ,いけとなり, しゅくふくは満ちる。
6. ちからにちから得, シオンでかみに会い,
もとめし主ご自しんと めぐみをたまわる。
7. 主のいえのひと日, よその千にちにも
まさるゆえ,ねがわくは, かどもりとさせよ。
8. わが日,たてなる主, めぐみ,えい光あとう;
ともにませばひつよう, ことごとく足れり。
9. なおくあゆむひと, 良きものを受ける;
主にたよるひと,さいわい, めぐみ,栄光受ける
851 THE CHURCH-HER ATTRACTION
1 How lovely is Thy dwelling-place!
Within Thy courts I long to be;
Thy presence, Lord, my spirit craves,
For this my heart cries out to Thee.
3 Men, as the sparrow, frail and small,
When living in Thy house find rest,
Relying on the altar’s blood,
Enjoying there the incense blest.
4 How blessed are those men indeed!
Trusting in Thee they are made strong;
Highways to Zion in their hearts,
The way they care not, rough or long.

1.
2.
3.
4.
5.
6.
7.
8.
9.

615 召會
主，你居所何等可愛！我心渴慕你的院宇！
切望得到你的同在，我的心腸向你呼籲。
在你祭壇所在之處，並你香壇所在之所，
麻雀找著可居房屋，燕子找著菢雛之窩。
微弱雖如麻雀、燕子，住在你殿，便為有福！
憑著祭壇贖罪價值，享受香壇所有好處。
因著靠你而有力量，前途險阻毫不思顧，
錫安大道心中想往，如此之人，便為有福。
雖經巴迦，流淚之谷，亦使變成泉源之地，
並且蓋滿秋雨之福，成為路中福分之一。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要到錫安朝見主神；
如此尋求你的自己，也需你來垂顧賜恩。
在你院宇一日之留，勝住別處千日之久，
寧在你殿看門守候，不在惡人帳棚住留。
你是日頭，你是盾牌，你要賜下恩惠、榮耀，
以你自己和你同在，滿足我的一切需要。
你未留下一樣好處，不給行動正直的人；
倚靠你的，便為有福，必得恩惠、榮耀無盡。

5 Passing the weeping valley they
Make it a place of springing wells;
The rain with blessings covers it
And in the way God’s mercy tells.
6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hey go, and all
Before the Lord in Zion meet;
Thus ever seeking Thine own self,
They need Thy care and grace replete.
7 Better a day within Thy courts
Than days a thousand I would tell;
I’d rather at Thy threshold stand
Than in the wicked’s tents to d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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