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神是光，並且在基督裏的信徒作爲神的兒女乃是光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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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12:36 你們應當趁著有光，信入這光，使你們成為光的兒子。

以弗所書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裡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Ａ．光是神在祂彰顯裏的性質。

Ｂ．光是神的照耀，神的彰顯；當神得着彰顯的

時候，那個彰顯的性質就是光。

Ｃ．神是光，所以我們這些神的兒女，也是光的兒女；我們已經信入這光，成爲光的兒子。

Ｄ．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是在神聖的光中生活、行事並爲人；這光就是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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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按豫表，在神的聖所裏點燈表徵基督徒正確的聚會：

Ａ．帳幕是神居住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因此，稱爲『會幕的帳幕』：

出25:8 他們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１．每當我們作爲召會聚在一起時，這個聚會就是神的居所。

馬太18:20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裡，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２．我們的聚集就是神的聖所。哥林多前書 14:25 (眾人在聚會中申言的時候，不信的人

進來)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宣告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了。

Ｂ．正確的聚會乃是點燈，就是發出光來；我們在召會聚會中所作的每件事，都該使聖別的

光上升。

路加11:33 沒有人點燈放在地窖裡，或是斗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使進來的人得見亮光。
1・月

作祭司穿着基督的彰顯而事奉，
在神的聖所裏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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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火

Ⅲ．點燈是祭司的事奉：出27:20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搗成的純橄欖油拿來給你，為點燈用，

使燈常常點著。21 在會幕中見證櫃前的幔外，亞倫和他的子孫，從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

華面前整理這燈。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Ａ．在聖所裏需要聖別的人來點聖別的燈。

Ｂ．祭司是絕對爲着神的人，他完全被神據有，他的生活和爲人全是爲着神；他在每一方面、

每一種情形下的惟一興趣乃是神。

彼得前書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

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買來作產業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啓1: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祂

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5: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

卷，配揭開牠的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國中，

買了人來歸與神，10 又叫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

權。

Ｃ．點燈的人乃是被神據有、被神浸透、且絕對爲神而活的人：

１．這樣的人在聖所裏所說、所作的就是點燈；他一切的行動都是點燈。

２．當聖別的祭司在召會聚會中說話時，燈光就上升，聖所也就滿了光。

哥林多前書 14:19 但在召會中，我寧願用我的心思說五句話，可以教導人，強如用方言

說萬句話。馬太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立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5 人點燈，也不放

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所有在家裡的人。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榮耀你們在諸天之上的父。



3・水

Ⅳ．聖所裏的光不是天然的光，也不是人造的光，乃是神聖的光，聖別的光，真光，就是神
自己：約翰1: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5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未曾勝過光。9 那
光是真光，來到世上，要照亮每一個人。
啓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24 列國要藉著
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帶進那城。
Ａ．今天的基督徒因着許多種天然和人造的光而分裂。
以賽亞書50:10 你們中間誰敬畏耶和華，聽從祂僕人的聲音，而行在暗中沒有亮光？他
當信靠耶和華的名，依賴自己的神。
11 看哪，凡你們點火用火把圍繞自己的，可以行在你們火焰的光裏，並你們所點的火把
中。這是你們從我手裏所要得的：你們必躺在悲慘之中。
哥林多後書11:14 這並不希奇，因為1撒但自己也裝作光的使者。

Ｂ．爲着基督身體的建造，我們必須在獨一、真正的光底下生活並行事；這光就是我們那救
贖並照耀之神的光。
以弗所書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裡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要像光的兒女，

Ⅴ．神的光是在聖所裏，在這光中，我們必得見光，並看見事情的真相；我們看見神所看見
的，並認識祂的道路：
詩36: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Ａ．『神阿，你的道路是在聖所中』（詩77:13）：
１．神的道路隱藏，祂的路徑同祂的腳蹤無人知道。
詩77:19 你的道路在海中，你的路徑在大水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

２．祂的道路啓示在聖所中，也就是在我們的靈和召會中。
３．我們運用靈並活在召會裏，神的道路對我們就清楚了。

Ｂ．『我思索要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爲難；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局』（詩
73:16-17）：
１．我們一在聖所裏—在靈裏並在召會中，就會對情形有另一種看法，有特別的領會。
２．在我們的靈裏並在召會中，在神的光照之下，我們得着神聖的啓示，並得着一切問題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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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每當我們在召會的聚會中經歷真正的點燈，就會有一些成分—三一神的具體化身、神聖
的性情、耶穌拔高的人性、和基督的靈：
歌羅西書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彼得後書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
從情慾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羅馬書1:3 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4 按聖別的
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8:9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
在肉體裡，乃在靈裡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
Ａ．神的聖所裏的光乃是出自燈臺；這燈臺表徵三一神的具體化身。
出37:17 他用純金作一個燈臺。燈臺的座和榦，與杯、花萼、花苞，都是接連一塊錘出來
的。

Ｂ．光來自金，就是基督神聖的性情。
約翰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裡行，必要得
著生命的光。

Ｃ．基督固然是金的（神聖的），卻是在祂那由燈芯所表徵之人性裏，因油而焚燒。
燈臺的光是從焚燒燈芯而來的。古時候，燈芯是由植物的材料作的，燈芯表徵基督的

人性。基督固然是神聖的，是金的，卻是在祂那由燈芯所表徵之人性裏，因油而焚燒。如
果燈芯沒有被油浸透，就會冒煙，不會發光。

Ｄ．油表徵神的靈，經過了過程成爲基督的靈：
１．油是從橄欖樹來的，而橄欖樹表徵基督。
羅馬書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
根的肥汁，
詩104:15有酒使人心喜悅，有油使人容光煥發，有糧給人加添心力。



２．正如橄欖經過了過程，產生橄欖油，神的靈也是經過了過程，包括成爲肉體、人性生

活、釘十字架和復活，成爲基督的靈。

３．我們在聚會中無論發表甚麼，都必須有純橄欖油：

哥林多前書 2:12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那出於神的靈，使我們能知道

神白白恩賜我們的事；13 這些事我們也講說，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導的言語，乃是用那

靈所教導的言語，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ａ．我們需要在基督的成爲肉體、人性生活、釘十字架和復活裏，經歷祂作橄欖樹；這意思是，基督

所經過的這些方面必須成爲我們的經歷。

羅馬書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

根的肥汁，

ｂ．我們需要十字架在我們裏面作工，使我們有純橄欖油，就是經過了成爲肉體、釘十字

架、並進入了復活的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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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身體上

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12 這樣，

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腓立比書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Ｅ．在聖所裏聚會點燈，包含了我們基督徒生活屬靈經歷的每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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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書 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5・金



6・土

Ⅶ．祭司在神的聖所裏點燈的資格，乃是祭司的衣服所表徵基督的彰顯：

出28:2 你要給你哥哥亞倫作聖衣，為榮耀為華美。

Ａ．祭司衣服的意義，乃是祭司體系所彰顯的基督：

１．我們不僅有基督作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基督神聖的性情、基督拔高的人性、和基督的

靈帶着基督所經過之過程的一切步驟，我們也有基督的彰顯。

２．祭司在神的聖所裏點燈的資格乃是基督的彰顯。

Ｂ．衣服表徵祭司體系所活出的基督。

加拉太書3: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Ｃ．祭司的衣服主要是爲榮耀爲華美，表徵基督神聖榮耀和人性華美的彰顯：

１．榮耀與基督的神性（祂的神聖屬性）有關；華美與基督的人性（祂的人性美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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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1:3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話維持、載著並推動萬

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處至尊至大者的右邊；

２．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豫表，是爲着榮耀；祂的人性，由藍色、紫色、朱紅

色線和細麻所豫表，是爲着華美。

３．我們過彰顯基督神聖榮耀和人性華美的生活，就得着聖別，並彀資格在神的聖所裏完

成祭司點燈的事奉。

Ⅷ．信徒聚集的目的就是要有神的聖所，其中有合格的祭司來點燈，使我們有基督不同方

面的異象，並看見進入在神裏面之基督深處的路。

出25:23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張桌子，長二肘，寬一肘，高一肘半。31你要用純金作一個燈臺。燈臺

的座和榦，與杯、花萼、花苞，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30:1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座燒香的壇。



經歷（結婚生活及包含BH、SH的家庭生活篇）：

①詩篇73:16-17 我思索要明白這事，眼看實係為難；等我進了神的聖所，我纔看清他們的結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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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在聖所裏—在靈裏並在召會中，就會對情形有另一種看法，有特別的領會。在我
們的靈裏並在召會中，在神的光照之下，我們得着神聖的啓示，並得着一切問題的說明。
當你在天然的生命裡失去光的黑暗中時、對自己的配偶、家庭環境、職場環境，或是對

學校的老師或同學感到不公平、被不滿和牢騷給充滿。你越想就越被吸進黑暗裡，反而有

更多不滿和牢騷。這時唯一的解決就是神的光。因為神的光在我們的靈裡和召會生活中，

你要與弟兄姊妹一同操練靈、禱讀主話、讚美唱詩歌、享受主。在享受主的同時，要認你

被光照、暴露的罪、軟弱、缺點、沒有信心依據的生活習慣，要應用耶穌的血。神的光照亮

你自己之後，會照亮你周遭的環境、讓你能夠看清真相。這樣就算你有患難，也能與主一

同在平安裡剛強地往前進。阿們！

②加拉太書3: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祭司在神的聖所裏點燈的資格，乃是祭司的衣服所表徵基督的彰顯。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若沒有基督的彰顯，那麼無論我們在召會聚會中作甚麼，就都是假冒爲善；我們在聚會
中的說話和活動，都是假冒爲善。我們若沒有祭司的衣服，就不彀資格，也沒有裝備好來
點燈。祭司在聖所裏點燈的資格乃是基督的彰顯。
為了要在召會的聚會裡點燈，向弟兄姊妹發出光，首先要日常生活(結婚生活、家庭生

活、在職生活、學生生活)中，每早晨得復興、為了與主一同生活要每天呼求主名、與主交

通、享受基督、需要維持彰顯基督的生活。祭司在聖所裏點燈的資格是祭司的衣服，也就

是祭司在日常生活中大大地彰顯基督。為著祭司的執事，你必須要注意自己的生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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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禱告－燒香
1 祭司職分神聖高尚！ 常將祭物向神獻上，
常在聖所向神仰望， 常在神前燒香！

（副）常在神前燒香！ 常在神前燒香！
常在神前將燈點亮， 也常向神歌唱！

2 聖所並無天然之光， 需要燈臺發光照亮；
祭司每逢進內燒香， 都要將燈點亮！

5 我要讀經接受亮光， 如同神前將燈點亮；
神聖之光照耀輝煌， 在我心中射放。

6 我要唱詩向主頌揚， 猶如祭司向神歌唱，
頌揚主恩、主愛無疆， 我就將主飽嘗。

7 禱告獻上主的馨香， 讀經接受主的亮光，
唱詩頌揚主的恩賞， 主靈就得通暢！

791. Prayer - Burning the Incense 
1 The priest's position holy is;

He sacrifices e'er to God,
Beholds His beauty, incense burns
Of prayer before the Lord.
(c) Let us the incense burn

Of prayer before the Lord;
The lamp we'd light, through day and night
Our praise to Him outpoured.

2 No natural light, but just the lamp
Within the holy place gives sight;
Whene'er the priest the incense burns,
The lamp he too must light.

５７３祈り―香をたく (英791)
１さい司のつとめはしんせいで高しょう;
つねにかみをあおぎ，かみに香たく！
(復)かみに香たく！つねに香たく！

ともし火あかるくし，かみにうたう！
２せい所のひかりは，ともし火のひかり，
さい司はこうをたき，しょく台ともす！

５みことば読むとき，わがうちを照らし，
ともし火はともって，ひかり満ちる。

６しい歌で主をほめ，さい司のよううたう;
あいとめぐみの主をまんきつする。

７いのりで香をたき，せい書でひかり得，
しい歌でさん美して，その霊ながす。

5 I'll read His Word, His light receive,
E'en as the lamp before Him lit,
His holy light illum'ning me
To others I'll transmit.

6 Unto the Lord His praise I'll sing
As holy priests their songs did raise;
O may my heart be filled with Him
His love and grace to praise.

7 I'll offer Christ to God in prayer,
I'll read the Word, His light to know,
For all His grace I'll sing His praise,
The Spirit then may fl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