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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燈檯內在的意義、主觀的經歷  

並生機的維持，為著新的復興  

讀經：出二五 31~40，亞四 1~14，啟一 10~13、20，二 1、7 

周 一 

壹 我們要進入新的復興，就需要按著神聖啟示的最高峰，看見極

為超絕的基督；為著神人的生活，認識包羅萬有的基督；並

供應追測不盡之豐富的基督給人，牧養他們，以建造基督的

身體，終極完成神的城，就是羔羊的妻—腓三 8、10，弗三

8~11，啟二一 2、9~10。 

貳 我們需要有智慧和啟示的靈，來明白金燈檯內在的意義（神聖

啟示的最高峰），這燈檯是神親自設計的，描繪出祂永遠經綸

的目標—弗一 17，亞四 1~6，啟一 2、9~12： 

一 金燈檯表徵三一神： 

1 純金的本質表徵父神的神聖性情—出二五 31。 

2 燈檯的形狀表徵子神作父神的具體化身—林後四 4，西

一 15，二 9。 

3 燈表徵靈神乃是神的七靈，為著父在子裡的彰顯—出二

五 37，啟四 5。 

周 二 

二 金燈檯表徵眾地方召會是基督的複製和那靈的翻版： 

1 出埃及二十五章的燈檯，表徵基督是神的具體化身—

31~40節。 

2 撒迦利亞四章的燈檯，表徵七倍加強賜生命的靈作基督

的實際—2、6、10節，啟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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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示錄一章的燈檯，乃是這位是靈之基督的翻版、複

製—11~12、20節。 

周 三 

三 我們必須主觀地經歷金燈檯各方面的細節（神人的生活），好

使我們能成為燈檯的複製，就是三一神的彰顯： 

一 燈檯是純金的，表徵神那永遠、不朽壞的神聖性情—出

二五 31： 

1 我們必須出代價得著更多的金，就是更多神的神聖性

情—彼後一 4，啟三 18，亞四 12~14，太二五 8~9。 

2 我們基督徒生活中的攙雜帶來黑暗，但是當我們基督徒

的生活借著神聖的性情得以純淨時，我們就得著光—

參申二二 9。 

二 燈檯是錘出來的，表徵受苦—出二五 31： 

1 受錘打就是有分於基督的受苦，為著產生並建造基督的

身體—彼前四 1，腓三 10，西一 24，徒十六 6~7。 

2 我們必須與別人一同被錘成一個實體，借著十字架，憑

著那靈調在一起（林前十二 24），照耀出神的光，成為

祂團體的見證。 

周 四 

三 燈檯沒有尺寸，表徵基督的神性和祂照耀的光是沒有限

量的—約三 34，參七 18，林前二 13。 

四 燈檯的座是為著穩定，幹是為著力量，二者表徵主耶穌

總是穩定有力的—太八 24，參林後一 18，啟一 9。 

五 燈檯有杯，形狀像杏花，有花萼，有花苞，表徵三一神

乃是一棵活的金樹，在復活裡生長、發苞、開花—出二

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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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杯的形狀像杏花，表徵復活的生命開了花—民十七 8，

耶一 11~12： 

a 復活生命的開花，乃是照耀的光，是神生命的彰

顯，也是那靈的果子和光的果子—約一 4，加五 22，

弗五 9。 

b 我們若要照耀出生命的光，就必須在復活裡，而不

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裡—腓三 10，歌二 8~9、14，

參詩七三 16~17。 

c 基督作為復活的生命，在我們裡面，借著我們並同

著我們一起生長、分枝、發苞、開花，照耀出光來—

西二 19。 

d 在召會裡能有多少光，在於基督在我們裡面並借著

我們能長大多少。 

2 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乃是在復活裡這奇妙金樹的一

部分，有神聖的性情、神聖的生命、那靈和照耀的光。 

周 五 

六 純金的燈剪和燈花盤，為著修剪燃焦的燈芯，表徵借著

神聖的性情對付老舊而燃焦的天然生命，使復活生命的

照耀，得以明亮而純淨—出二五 38。 

七 燈檯及其一切器具是一他連得（約一百磅）的純金，表

徵基督作為神聖的燈檯，在復活裡照耀神聖的光，是充

分且完全有分量的—39節，約七 45~46，十八 37~38，

參提前二 2，多二 7。 

八 燈檯的七燈乃是神的七靈，就是耶和華的七眼（亞四

10），也是救贖之羔羊的七眼（啟五 6），以及建造之石頭

的七眼（亞三 9），使三一神得著完滿的彰顯： 

1 “沒有那靈，就沒有召會；越有那靈，就越有召會”（召

會是那靈的翻版，一七頁）—參亞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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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羔羊的七眼，將基督這法理的救贖者注入我們裡面；石

頭的七眼，將基督這生機的拯救者注入我們裡面，目

的是為著神在地上經綸的行動，要借著祂的救贖、憑

著祂生機的拯救，達到祂建造的目標—約一 29，徒四

11~12，羅五 10，林前三 12。 

3 主的七眼如同火焰，為要借著光照和注入，而鑒察、觀

看、搜尋並審判—啟一 14，五 6，但十 6。 

4 在我們裡面有兩盞燈—神七倍加強的靈在我們的靈

裡—箴二十 27，啟四 5，林前六 17： 

a 我們要被變化，就必須在禱告中向主完全敞開，讓

主的燈同著七盞火燈搜尋我們魂裡的每一個房間，

照耀並光照我們內裡的各部分，用生命供應各部

分—二 11上，弗六 18。 

b 經歷最大變化的人，乃是向主完全敞開的人。 

5 我們越多經歷燈檯所描繪三一神各方面的細節，我

們就越多看見燈檯的複製，這會給主回來鋪路，使

祂得著全地。 

周 六 

肆 金燈檯生機的維持乃是基督天上的職事，在祂的人性裡顧惜眾

召會，並在祂的神性裡餵養眾召會，好借著祂生機的牧養產

生得勝者—啟一 13，二 1、7，約十 11、14，彼前二 25，五 4，

來十三 20： 

一 基督作為人子是在祂的人性裡，金帶表徵祂的神性，胸

是愛的表號： 

1 基督原來是腰間束帶，為著神聖的工作得加力（出二八

4，但十 5），以產生眾召會，但如今祂在胸間束帶，借

著祂的愛照顧祂所產生的眾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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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帶表徵基督的神性成了祂神聖的力量，胸表徵這金的

力量是由祂的愛並憑祂的愛來運用並推動的，好餵養

眾召會。 

二 基督作為人子，在祂的人性裡照顧眾召會，為要顧惜眾

召會—啟一 13上： 

1 祂收拾燈檯的燈，使燈正確合宜，就是在顧惜我們，使

我們快樂、愉快、舒適—出三十 7，參詩四二 5、11： 

a 主的同在帶來一種柔細、溫暖的氣氛，顧惜我們的

全人，給我們安息、安慰、醫治、潔淨和鼓勵。 

b 我們在召會裡能享受主同在的顧惜氣氛，得著生命

的滋養供應—弗五 29，參提前四 6，弗四 11。 

2 祂修剪燈檯的燈芯，把一切攔阻我們照耀的消極事物剪

掉—出二五 38： 

a 燈芯燃焦的部分—燈花，表徵必須剪除的那些不照

著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們的肉體、天然的人、己

和舊造。 

b 祂把眾召會中間一切的不同（過錯、短處、失敗、

缺點）修剪掉，使眾召會在素質、樣子和彰顯上完

全相同—參林前一 10，林後十二 18，腓二 2。 

三 基督在祂的神性裡以祂胸間金帶所表徵的神聖之愛照顧

眾召會，為要餵養眾召會—啟一 13下： 

1 祂在祂三個時期的豐滿職事中，以祂自己這包羅萬

有的基督來餵養我們，使我們在神聖的生命中長大

成熟，成為祂的得勝者，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 

2 作為行走的基督，祂知道每一個召會的情形；作為

說話的靈，祂修剪燈檯並用新油，就是那靈的供應，

充滿燈檯—二 1、7。 

3 我們要有分於祂的行動，並享受祂的照顧，就必須

在召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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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二五 31 你要用純金作一個燈檯。燈檯的座和幹，與

杯、花萼、花苞，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 

啟四 5 ……又有七盞火燈在寶座前點著，這七燈就是

神的七靈。 

金燈檯在出埃及二十五章首次提起，那裡燈檯是立在帳幕

裡作神的見證。撒迦利亞四章第二次提起，那裡燈檯是代表真

以色列人；他們也是神的見證。末次提起是在啟示錄一章，那

裡是描繪召會作金燈檯並作神的見證。……神的見證乃是金燈

檯。這意思是神進入我們裡面，作我們的生命，並使我們成為

祂的生活。祂活在我們裡面，我們把祂活出來（生命資訊下冊，

二九八頁）。 

信息選讀 

燈檯的設計是最有意義的。雖然燈檯只有一個，卻有六個

枝子同七個燈盞。在人六日（或六千年）的全部歷史中，這個

設計從未改進過。自從摩西描述這樣式，三千五百年以來，沒

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設計，……〔因為〕這燈檯是神設計的。 

燈檯表徵三一神。在預表裡，金代表神聖的性情；神的性

情像金一樣不改變、不衰殘。這燈檯用金製作，乃是告訴我們，

燈檯代表神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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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金不是無定形的一塊，乃是構造成某種顯示其功用的形

狀。這金的形狀是個燈檯，象徵神的形像。神的形像是誰？在

林後四章四節，基督稱為“神的像”。身為神的愛子，祂是“那

不能看見之神的像”（西一 15）。因此，燈檯的形像或形狀表徵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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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燈是什麼？關於這點，我們要來到啟示錄，才能清楚。啟

示錄裡清楚告訴我們，七燈就是神的七靈（四 5）。七靈就是神

的聖靈。這些燈乃是神的彰顯或表顯。 

父由金（就是製作燈檯的元素）所表徵。子由燈檯的形狀所

表徵。靈乃是彰顯，如七燈所指明的。 

我們來到啟示錄的時候，召會成了燈檯。這就是說，召會是

三一神的彰顯。每個地方召會都是金燈檯。金燈檯起初象徵三

一神，現在卻是描述召會！ 

我們天生不是用金造的……，如何能成為金燈檯？我們重生

時，就從神而生。不但我們的罪蒙寶血洗淨；我們裡面也有父

的元素，正如才生的嬰孩有他父親的生命和性情。現在我們裡

面有金，就是神的元素！ 

雖然如此，這金還需要成形。保羅為加拉太人受生產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裡面。”（加四 19）基督啟示在他們

裡面（一 16），甚或在他們裡面活著（二 20）並不夠。金必須

成形。 

現在我們的需要乃是變化。“但我們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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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後三 18）變化成為主的形像，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金燈檯最

終的彰顯是七燈，就是神的七靈。 

我們自己的靈也是神的燈（箴二十 27）。這二靈，我們的靈

和神的靈，已經調和。現今在我們的小燈裡面，有另一盞更強

的燈。……燈的功用是照耀。……我們的靈被點活，神的靈的

燈加到我們靈裡，我們裡面就變得非常明亮（生命資訊下冊，

二九九至三○二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二篇；生命資訊下冊，第六

十九章；啟示錄生命讀經，第八篇；長老訓練第七冊，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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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二五 31 你要用純金作一個燈檯。…… 

   36 ……都是一塊純金錘出來的。 

啟一 20 論到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個金燈

檯的奧秘，那七星就是七個召會的使者，七燈

檯就是七個召會。 

我們說召會是基督的複製，因為出埃及記的燈檯是一個，

而啟示錄裡的燈檯是七個。一個燈檯已被複製。出埃及記那唯

一的燈檯成了模型，從這個模型出來了七個燈檯。這七個燈檯

在性質、素質、形狀上，並在每一方面，都與這唯一的燈檯完

全一樣。……說召會是基督的身體、延續、擴大和擴展還不夠。

我們都必須看見，召會乃是基督正確的複製。基督是唯一的燈

檯，眾召會乃是在性質、素質、樣式、形狀和功用上相同的眾

燈檯。就著出埃及記的燈檯而言，我們可以說召會是基督的複

製。就著撒迦利亞書的燈檯而言，召會是那靈的翻版（李常受

文集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第二冊，五九二至五九三頁）。 

信息選讀 

當我們說我們是召會，我們必須認識，召會是基督的複製

與那靈的翻版。……我們必須完全在那靈裡。只要我們有一部

分是在肉體裡，我們就成為劣等的複製，劣等的翻版。我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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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姊妹來在一起，若都在靈裡，我們就是召會。我們若不在靈

裡，就不是召會。我們實際上是不是召會，在於我們是不是在

靈裡。我們若在靈裡，就是召會。我們必須承認，當我們不在

靈裡時，我們就僅僅是墮落的族類和亞當的後裔。……今天在

所在之地，我們是否站住為召會？若是這樣，我們就必須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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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裡。我們若不在靈裡，對於召會我們就了了；因為召會是基

督的複製與那靈的翻版。 

主的智慧可在啟示錄中看出。祂知道一幅圖畫勝過千言萬

語。祂寫七封信給七個召會之前，先給約翰看見一幅七個金燈

檯的圖畫（一 11~12）。召會是什麼？召會就是燈檯。在主的恢

復裡，我們都必須看見，召會是這麼高，這麼純淨。召會一點

不差就是基督與那靈，因為基督與那靈二者都是燈檯，而召會

也是燈檯。這是一幅重生與變化的圖畫。基督已重生到我們裡

面，我們也正在完全被變化為祂的所是（林後三 18）。祂是燈檯，

召會也是燈檯。我們必須看見召會到這樣的地步。我們若看見

召會的這個異象，就會懼怕動我們的肉體。我們需要看見，召

會完全是出於基督並在那靈裡的。 

出埃及二十五章的燈檯乃是基督的預表，而基督是托著有

油而照耀的燈盞。……油表徵那靈（賽六一 1，來一 9）。基督

是燈檯帶著油，意即祂有那靈。……這位是燈檯的基督，最終

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一面，出埃及二十五章給

我們看見，燈檯表徵基督作神的具體化身；另一面，撒迦利亞

四章給我們看見，燈檯表徵賜生命的靈作基督的實際。神具體

化身於基督，基督實化為那靈。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以及作

基督實際的那靈，二者都由燈檯所表徵。在聖經裡，最終出現

或產生了眾召會，而每個召會都是一個燈檯（李常受文集一九

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第二冊，五九三至五九四、六○五至六○六

頁）。 

參讀：召會是那靈的翻版，第一至三章。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5 
 

第二十八周 • 週三 

晨興餵養 

出二五 36 花萼和枝子要與燈檯接連一塊，都是一塊純金

錘出來的。 

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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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思想出埃及二十五章，撒迦利亞三、四章，以及啟示錄

這卷書，就看見燈檯有四方面，是我們必須經歷的。第一，我

們必須有分於燈檯的素質，就是燈檯金的元素。第二，我們必

須經歷這金質形成一個確定的形狀，就是燈檯的形狀；燈檯的

金子不是一塊，而是形成台的形狀。第三，隨著台的形狀，我

們還要經歷燈檯借著七燈的照耀而有的彰顯。第四，就是燈檯

的繁殖。因此，我們必須經歷燈檯的四方面：元素、形狀、彰

顯和繁殖（啟示錄生命讀經，四二五至四二六頁）。 

信息選讀 

燈檯、花萼、和枝子都是一塊純金錘出來的〔出二五 36〕，

這事實表徵整個實體都純粹是基督的神性，一點沒有加上什

麼。花萼和枝子不是燈檯的附加物，乃是燈檯的一部分，是一

塊純金錘出來的；這指明燈檯中沒有攙雜。我們基督徒生活中

的攙雜帶來黑暗；但是當我們基督徒的生活借著神聖的性情得

以純淨時，我們就得著光（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二五四頁）。 



                                   106 
 

我們若只有一兩黃金，怎能作出一個燈檯？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或者可以作出一隻戒指，但必定無法作出一個燈檯。要作

一個燈檯，必須有一他連得的金子（出二五 39）（一他連得約重

一百磅）。我們需要更多的金子，更多神的成分。若要召會成為

燈檯，必須先有金為本質，這金就是神自己的本質、素質、元

素。我們若沒有這本質，所有關於召會的講論都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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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是有了一千他連得的金子，仍然沒有燈檯，因為只

有本質，還沒有形體。我們怎樣才能有形體？……怎能把這許

多金子作成燈檯呢？只有借著將金子錘打在一起。所有的金子

必須錘在一起，作成一個。這是指建造。首先，我們需要金子

的本質，然後需要借著錘打而有的建造。今天，主若看不到什

麼建造，這對祂乃是羞恥。好多人為著召會和我們爭辯，問為

什麼我們說自己是召會，而他們不是。但問題乃是：哪裡有建

造？你甚至可能有一大堆的金子，但若沒有借著建造而出來一

個形體，就沒有燈檯。這就是說，你只有很多的金子，卻缺少

燈檯，缺少建造。 

若要有燈檯，你就得和別人被錘在一起。你需要失去自

我。……就著燈檯而言，你若只為屬靈而屬靈，就毫無意義。

你對神的經歷和享受，必須和別人的錘在一起。我們的金子必

須放在一起，錘成一個，建造成一個實體，一個單位；這樣，

我們就不但有金子，並且被建造成一個燈檯，這就是召會（啟

示錄生命讀經，四二六、四二八至四二九頁）。 

錘打金子為著照耀出光來，表徵基督照耀神聖的光，彰顯

神聖的榮耀（啟二一 23），是借著受苦（參出二五 18注 1）。基

督借著受苦，被構成神聖之光的盛托者，在神的居所裡照耀，

使服事神的人能在那裡事奉。錘打金子作成燈檯，也表徵信徒

有分于基督的受苦，以及他們借著十字架並憑著那靈調在一

起，為著產生並建造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羅八 17，彼前二

21，腓三 10，西一 24，林前十二 24）（聖經恢復本，出二五 31

注 5）。 

參讀：啟示錄生命讀經，第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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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出二五 31 你要用純金作一個燈檯。燈檯的座和幹，與

杯、花萼、花苞，都要接連一塊錘出來。 

弗五 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燈檯的〕座是為著穩定，幹是為著力量，二者表徵主耶

穌總是穩定有力的（太八 24~26，路四 29~30）（聖經恢復本，

出二五 31注 3）。 

我們思考整個燈檯，就會看見燈檯上有二十五個花萼。每

個枝子上有三個，有三個各托住一對枝子；四個在燈檯的幹上，

總共有二十五個。托住各對枝子的三個花萼沒有花苞，所以燈

檯只有二十二個花苞。這裡神聖的思想乃是：燈檯實際上是一

棵樹，有花萼，也有花苞（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二四六至一

二四七頁）。 

信息選讀 

燈檯看起來的確像一棵樹。進一步說，這樣來描述燈檯，乃

是要給人有生長的觀念。出埃及二十五章三十一至三十六節說

到枝子、花苞、杏花。開花指明生長。因此，我們必須牢記，

燈檯乃是一棵生長的樹。 

燈檯既是一棵樹，就有一些特徵。首先，它是一棵金樹。金

表徵神的性情。……金燈檯乃是三一神的彰顯。三一神是一棵

活的樹，一直生長、發苞並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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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棵金樹有許多杏花；按預表，杏表徵復活的生命。亞倫的

杖結了熟杏，表徵復活的生命。因此，燈檯上的杏花指明它是

一棵在復活裡的樹。復活乃是勝過死亡而且不被死亡毀壞、損

傷的生命。死亡不能對復活的生命作什麼。死亡能把各樣的損

害加在別種生命上，就是加在植物、動物以及人的生命上。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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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生命是死亡損傷不了的，就是復活的生命。……按照聖

經完滿的啟示，神自己就是這復活的生命。 

燈檯當然是發光的；然而，燈檯的頭一個意義不是光，乃

是生命。光是在燈檯的頂端，在這照耀的光底下乃是花苞。燈

檯是會生長的。每一對枝子下面的花萼，指明生命的生長……。

因此，隨著燈檯我們還看見生命的分枝，這是在光的照耀之下

產生的。生命生出光來，也長出光來。這意思是說，光實際上

就是生命的開花。我們生長、開花時，光就照耀。我們的開花

就是我們的照耀。我們因生命而長大，但我們照耀出光來。 

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乃是這棵奇妙之樹的一部分。當

我知道我是這棵金樹的一部分時，我真是喜樂得忘形。讚美主，

我們在復活裡，乃是這棵樹的一部分，有神聖的性情、生命、

那靈和照耀的光！ 

因著燈檯成了召會，而我們是召會的一部分，我們就有立

場說，我們乃是燈檯的一部分。……難道你沒有神聖的性情？

難道你沒有復活、生命、那靈以及照耀的光？我們這些在基督

裡的真信徒，都有以上這些東西。 

我們已經看見，燈檯是一棵樹。它不是一個沒有光的實體，

也不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實體。它是活的、生機的，並且滿了生

命。它是一個樹台，就像樹一樣生長的台。這棵活的樹一直在

生長、分枝、發苞並開花。……開花就是光的照耀。因此，光

乃是生命的開花。事實上光就是生命。約翰一章一節和四節說，

“太初有話，……話就是神。……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

人的光。”這乃是三一神具體化身的基督，作生命的光照耀出

來（出埃及記生命讀經，一二四七至一二四九頁）。 

參讀：出埃及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三至九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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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周 • 週五 

晨興餵養 

出二五 38~39 燈檯的燈剪和燈花盤，也是要純金的。作

燈檯和這一切的器具，要用純金一他連得。 

箴二十 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在出埃及二十五章三十八節，〕燈剪和燈花盤為著修剪

燒焦的燈芯，表徵對付老舊且燒焦的天然生命，使復活生命的

照耀得以明亮、純淨。在我們的經歷中，燈剪不僅是事或物，

也包括參與修剪的人。我們燒焦的天然生命需要修剪，好叫我

們裡面復活生命的照耀得以明亮、純淨（出埃及記生命讀經，

一二五六頁）。 

信息選讀 

按照出埃及二十五章三十八節，燈剪和燈花盤是要純金

的。這表徵修剪、煉淨，必須完全出於神聖的性情。……神聖

的性情就會來修剪、潔淨並煉淨。 

燈檯及其一切器具是一他連得的純金（39）。他連得是希伯

來人所用最重量度的單位。一他連得大約等於一百磅。這樣重

的單位，完整而完全的重量單位，表徵基督作為燈檯，在復活

裡照耀神聖的光，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 

按照啟示錄一章二十節，四章五節，五章六節，燈檯至終

成了召會，擔負耶穌的見證，而七燈成了神的七靈，彰顯三一

神。出埃及二十五章裡的一個燈檯，經過複製成了啟示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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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七個燈檯。今天眾召會乃是燈檯，擔負耶穌的見證，而神

的七靈乃是七燈，彰顯三一神。……聖靈作為七靈，就是七倍

加強的靈，在主恢復裡的眾召會中間，彰顯三一神（出埃及記

生命讀經，一二五六至一二五七、一二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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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靈是為著身體，所以林前十二章十三節說，我們都在一

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而以弗所四章四節說，“一個身

體和一位靈。”一位靈等於一個身體，一個身體等於一位靈。

因此，說召會是那靈的翻版絕對是正確的。“沒有那靈，就沒

有召會；越有那靈，就越有召會。”那靈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

的終極完成，而召會是那靈的翻版，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團體

的彰顯（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第二冊，六○三頁）。 

我們裡面的金如何成形？關於我們裡面有金，是沒有問題

的。我們的問題與變化有關，與重生無關。我們如何能變化成

為祂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答案在於那靈。召會作燈檯有七

燈，就是神的七靈。神是靈（約四 24）。不但如此，箴言二十

章二十七節告訴我們：“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所以我們裡

面有兩盞燈，神的靈和我們人的靈。在我們的小燈裡面有更強

的燈。……本節繼續說，人的靈鑒察人的“深處”，或如達秘

的注解所說，“魂所有的內室。”你的魂裡有各種內室，或房

間。靈在鑒察你情感的內室、心思的內室和意志的內室。 

要使我們的靈重生很簡單。我們承認我們的罪，並接受主。

然後我們裡面就有神的靈。然而，要在我們魂裡變化並不容易。

這需要耶和華的燈鑒察所有的內室。很少人向主敞開他們所有

的內室。 

你也許愛主，也許規律地為你的兒女和孫兒女禱告。但你

的魂裡有兩個內室，是你為自己保留的；你把主鎖在外面。……

沒有靈，魂是黑暗的，它需要耶和華的燈。燈是為著在黑暗裡

使用。因著人墮落了，他就在黑暗裡。……要得著光，唯一的

路就是照著靈而行（羅八 4）。那光鑒察你魂內裡的部分。你若

不在靈裡，就無法看見你真實的光景（生命資訊下冊，二九一

至二九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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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讀：生命資訊，第六十八、七十章；啟示錄生命讀經，第三

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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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餵養 

啟一 12~13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既轉過

來，就看見七個金燈檯；燈檯中間，有一位好

像人子，身穿長袍，直垂到腳，胸間束著金帶。 

我們在啟示錄一章看見，基督是顧惜和餵養最好的模型。在

十二至十三節，……我們看見，基督作為人子，身穿長袍，照

顧燈檯。這長袍乃是祭司袍（出二八 33~35），這給我們看見，

基督是我們尊大的大祭司。 

祂也胸間束著金帶。這帶子是一長片金子。帶子和金子不是

兩件分開的東西。……金帶是一片金子，成了束身的帶子。人

子是在祂的人性裡，金帶表徵祂的神性。這金帶是在祂的胸間，

而胸是愛的表號（活力排，一三一頁）。 

信息選讀 

舊約的祭司在供職時，腰間束帶（出二八 4）。在但以理十

章五節，基督也是腰束精金帶。腰間束帶是為著作工得加力。

基督已經完成產生眾召會的神聖工作。如今祂正在憑愛照顧祂

所產生的眾召會。這就是為什麼祂是胸間束帶。今天基督是我

們的大祭司，照顧祂勞苦建立的眾召會。但如今祂照顧眾召會，

不是在腰間束帶，乃是在表徵愛的胸間束帶。我盼望大家都看

見，這些日子，甚至在我們中間，基督乃是在胸間束著金帶。 

金帶是一個表號，表徵基督的神性成了祂的力量。基督的

力量完全是祂的神性。一片金子如今成了一條帶子。基督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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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裡的總和，成了一條帶子。金帶表徵基督的神性成了祂的

力量，而胸表徵這金的力量是由祂的愛並憑祂的愛來運用並推

動。祂神聖的力量是由祂的愛所運行，也帶著祂的愛運行，好

餵養祂的眾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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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在人性裡作“人子”，照顧作為燈檯的眾召會，以顧

惜眾召會（啟一 13 上）。基督作我們的大祭司，照顧祂所建立

的眾召會，首先是在祂的人性裡，顧惜眾召會，使眾召會快樂、

愉悅和舒適。……祂這樣作，乃是借著收拾燈檯的燈。在舊約

裡，大祭司每天早晨收拾燈檯的燈（出三十 7）。收拾燈就是使

燈的情形正確合宜。 

基督借著修剪燈檯的燈芯，來照顧燈檯，正如在舊約裡祭

司照著預表所作的一樣（二五 38）。燈芯燒過以後，就變焦發黑，

所以祭司必須來把燈芯焦黑的部分剪掉。這就是修剪燈芯的意

思，為要使燈照得更明。燈芯燒焦的部分—燈花，表徵必須剪

除的那些不照著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們的肉體、天然的人、

己和舊造。所有的燈檯都是生機的，是活的燈檯。因為每一個

召會都是活的燈檯，所以每個召會都很有感覺。一個召會若有

了燒焦的燈芯，必會覺得不舒適。 

我感謝主，今天在祂的恢復裡，祂乃是在人性裡的大祭司。

希伯來四章說，我們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

祂乃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罪（15）。我

們的基督與我們是一樣的。祂在凡事上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

所以祂很容易同情我們的軟弱。這意思是說，祂在人性裡總是

同情我們的軟弱。祂是在人性裡的大祭司，借著一直顧惜我們，

來照顧我們（活力排，一三一至一三三頁）。 

參讀：活力排，第十一篇；約翰的修補職事，第十四章；以弗

所書生命讀經，第五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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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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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