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帐幕与祭司体系

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四节先说，“你们来
到祂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跟前。”这个
“祂”是指基督。我们来到基督这活石跟前，也就像活石。下

第三篇信息说到事奉神乃是向神守节（出五 1）。请注意这

文又说到基督是房角石（6），甚至是绊脚的石头（8）。你读

里所用的介系词是“向……”。我们在陈明真理并描述对基督

这段经文应该得到一种印象，这整段圣经事实上是说到神的建

的经历时，要谨慎并留意其细致之处。我们不只是以主为我们

造。然而，在说到建造的同时，彼得却两次提到祭司体系。首

的筵席、节期，这里的重点更是向祂守节。说到“向祂……”，

先，在五节说到圣别的祭司体系，然后九节提到君尊的祭司体

其意义相当于保罗所说的“向主活”（罗十四 8，林后五 15），

系。本篇信息不是要细讲祭司体系的这两面，但你们该注意彼

意指我们的生活是以主为我们的目标，要讨主的喜悦，如保罗

得非常美妙的说到祭司体系，包括其圣别的一面及君尊的一面。

所说的“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9）。我们向主

在希伯来书我们也看到平行的说法，就是亚伦的祭司职分，与

守节，献祭给祂，乃是要使主满足，令祂喜乐；祂是我们敬拜

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职分。

的对象。

盼望你们得着深刻的印象：祭司体系与神的建造是无法分

帐幕与祭司体系乃是一
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帐幕与祭司体系”。这是把圣经中两
个巨大的项目摆在一起。关于这题目，诗歌六百一十三首是很
值得推荐的。这是李弟兄于一九五〇年代后期至一九六〇年代
早期所写的八十五首诗歌之一。那些诗歌是先用中文写的，后
来翻成英文。一九六一年李弟兄在台北释放了好些关于祭司事
奉的信息，后刊印于“祭司职分与神的建造”一书。据我所知，
那是他首次相当全备的说到祭司职分联于神的建造。在一九六
六年于洛杉矶又释放了另一系列的信息，在这题目上进一步的
发挥，后刊印于“祭司的体系”一书，是许多人所熟知的。当
你们研读祭司体系时，建议你们认真唱这首诗歌，并研读这些
信息。
彼前二章五节是本篇信息所引用最主要的经节：“〔你们〕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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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事实上，这就是本篇信息内在的负担。这一篇信息不是
要说到怎样事奉，怎么尽祭司的职任，也不是要说到祭司的生
活、食物、衣服等。我们之后会有信息说到那些项目；但此刻
你必须得着深刻的印象：祭司体系乃是建造的事。
诗歌六百一十三首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祭司乃是活石：“建
造召会的活石，乃是圣洁的祭司；若要活石被建造，必须祭司
能祷告。”第四节说，“新约祭司的团体，与神灵宫原是一；
灵宫建造的实际，就是祭司的体系。”这清楚表明，祭司体系
与神属灵的殿乃是一个。在本篇信息我们要一再的指出，帐幕
与祭司体系是不能分开的。不能只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建造，真
正的祭司体系就是建造。当然，二者在功用上有区别：帐幕主
要是作神的居所，而祭司体系主要是指祭司团这个事奉神的团
体实体。然而，二者是不可分的；要有真正的祭司体系，就必
须有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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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召会生活中所该着重的，乃是祭司体系的建造。前面

我们绝不能因为个人对主太有负担，就单凭自己去事奉；

第三篇信息说到事奉神；当神的儿女开始爱主时，自然会受激

那不是在正确体系里的事奉。在旧约和新约里，都找不到那样

励、受困迫要事奉神。这是对的，也是必须的。然而，我们要

单独、生野的事奉；反之，每一次提到祭司体系，都是指一种

强调，今天在神大体的儿女中，非常缺少建造。爱主的人着重

配搭的团体，是众人建造起来成为一体的事奉。神要得着一个

事奉，以事奉为中心，也有某种对神的事奉，但他们几乎没有

团体的祭司体系，一个祭司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分，

想到建造。当他们说到事奉主时，他们里面没有建造的观念。

但是在旧约和新约中神所要的事奉，绝不能是单独、个人主义

我奉献自己要全时间事奉时，才十七岁。那时我从没有想

的事奉。我们可以个人受引导作一些事，但到末了，我们必须

过，我向着主的事奉必须联于神的建造。我只想到“我”事奉
神，我是个爱主、跟随主的个人，我要事奉主。那是我的想法，
我也热心事奉。过了好些年，接触职事的信息和话语之后，我
才发现神的话非常着重、明确的说到，我们要被建造成为属灵
的殿；彼前二章五节所说的建造，乃是我们事奉的基本条件。
虽然罗马十二章所说的运用恩赐也很重要（4~8）；为着事奉，
我们也的确需要有知识、受造就、被成全，作正确的祭司；但
本篇信息是专注于我们事奉的基本条件，就是被建造。我们若
没有被建造，就无法事奉。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没有被建造，你就无法事奉。
事实上，在你的事奉中，如果你没有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的一
部分，那是很危险的。你的事奉有一种内在的危险，就是可能
变为单独、个人主义。按旧约的预表，假使你是生来要作祭司
的利未人，你有热心并不够，你还必须是配搭的，与别人一同
建造起来的，绝不能作“脱队”的祭司。历代志上说到大卫设
立祭司体系，把祭司分为好些班次（二四 1~19），指明当圣殿
建造起来以后，就要有祭司体系配搭的事奉。到了新约，我们
更清楚看见祭司体系与神的家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在主的恢复
里要恢复的真理与实行。

领悟，我们仍是一个团体实体的一部分。

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
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这是基本的话，特
别是一些比较新进、年轻的人，需要有这一种概括的看见；我
们要有这个观点，看见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乃是生命与建造。
生命与建造是两个极其重大的辞，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
示。从创世记二章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整个神圣启示中充满了
生命与建造。当初，神造人有灵，又把人放在生命树前，为要
把人引到生命（创二 8~9）。然后有一道河，从园子当中流出来，
分为四道，达到地的四方。重要的是，在河里有金子、珍珠和
红玛瑙等建造的材料（10~14）。不久之后，又说到神从亚当的
肋旁取出一条肋骨，用以建造成一个女人（21~22）。男人是神
创造的，但女人是建造的。生命与建造的原则在圣经的开头就
立定了。这是整本圣经神圣记载的原则。
旧约完全是说到生命与建造，不仅摩西五经是如此，历史
书也是。神是祂子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神的子民享受神自
己作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就产生一个团体的彰显。这个团体的
彰显就是建造，就是三一神自己彰显出来。换言之，建造就是
神团体的彰显。诗歌书和申言者书中，也充满了生命与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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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约，使徒约翰的著作如约翰福音，特别给人清楚看
见生命与建造。保罗的书信充满生命的观念，他提到生命的长
大、生命的救恩、生命的成熟、凭着生命而有的变化等等；同

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正在将祂自己作为生命
分赐到祂的信徒里面，以及信徒由于这分赐的结果，
成为神的建造，就是祂的扩展、扩大、和团体的彰显

时他也提到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神的家和新妇。所以当我

约翰福音启示，三一神正在将祂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祂的

们说基督与召会时，事实上我们是说到生命与建造。到圣经末

信徒里面，以及信徒由于这分赐的结果，成为神的建造，就是

了，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那座建造起来的城中有宝座，从宝

祂的扩展、扩大、和团体的彰显（一 4，十 10 下，十一 25，十

座流出生命水的河，在河中长着生命树（1~2）。这就是圣经的

四 2~3，6）。约翰一章立定了生命与建造的原则。那一章开始

终极完成，结束于生命与建造。盼望我们永远不会对这两个辞

于神就是话（1），这话就是生命（4），这话成了肉体，支搭

感到厌倦：“生命”与“建造”是圣经基本且中心的启示。

帐幕在我们中间（14）。接着说到救赎的羔羊（29）；然后说

生命是为着建造，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
而建造是本于生命
生命是为着建造，就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而建造是本于
生命（约十一 25，十四 2，林前三 6，9）。这里的建造，不是
指物质或心理的事，乃是说到属灵的事，是指属灵的殿；这个
建造是本于生命。生命是内容，建造是这内容的团体彰显。生
命是神自己，建造是三一神作生命在团体生机实体里的彰显（太
十六 18，罗八 2，6，10~11，十二 4~5）。

生命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实化为灵，
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
建造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神属灵的殿，
作神的扩大和扩展，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
生命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三一神，实化为灵，将祂自己
分赐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建造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神属灵的殿，作神的扩大和扩展，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创二

到那灵，也就是生命的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32）。到末了，
就说到天梯（51），这乃是雅各在伯特利梦中之梯子的应验（创
二八 11~12）。这梯子使天向地开启，且把地联于天。雅各浇油
在石头上乃指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意即神的家（18~19，22）。所以约翰一章开始于那是生命的话，
结束于梯子所含示的建造。这就是生命与建造。

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生命与建造，
使我们被建造成为召会，作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
主的恢复乃是恢复生命与建造，使我们被建造成为召会，
作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弗二 21~22，罗十二 4~5，林前十五 45
下，十二 12，27，西三 4，15，二 19）。我们日日、周周、年
年在召会生活中所作的，乃是要恢复生命与建造。生命的经历
以及神建造的经历，就是我们所要恢复的。

圣经的中心异象—建造神的家—可说是全本圣经
最精采的部分，也可说是从全本圣经提炼出来的精华

8~9，22，太十六 18，西二 19，弗四 16）。这乃是生命与建造
完满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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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中心异象—建造神的家—可说是全本圣经最精采的

在旧约里，帐幕是物质的建造，祭司体系是一班活人，那是预

部分，也可说是从全本圣经提炼出来的精华（出二五 8，四十

表；在新约的应验里，二者乃是一个且等同的。

17~35，太十六 18，弗二 21~22，提前三 15，启二一 2~3）。

按预表，祭司体系和帐幕作为一个实体，表征由神的
赎民所组成的召会，乃是属灵的殿和祭司体系

在出埃及记神圣记载的顺序里，
祭司体系在帐幕之后
在出埃及记神圣记载的顺序里，祭司体系在帐幕之后（二

按预表，祭司体系和帐幕作为一个实体，表征由神的赎民
所组成的召会，乃是属灵的殿和祭司体系（二五 8，二八 1）。

七 20~二八 2）。二十七章二十节以前，是说到帐幕和器物的样

神吩咐摩西说，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式。到了二十至二十一节，忽然有个转弯，说，“你要吩咐以

（二五 8）这里说到神要住在帐幕，就是祂的圣所里；但我们需

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

要领会，神真正所要的，是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换句话说，以

着。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从晚上到早

色列人应当是真正的帐幕，让神住在他们中间。二十八章一节

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

说到祭司体系；我再说，帐幕和祭司体系乃是一个。这里的顺

的定例。”二十八章一至二节继续说到祭司的衣服：“你要从

序是先说到帐幕，再说到祭司体系；这是有意义的。彼前二章

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答、亚比户、以

五节也是先说到“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然后用同位语说到

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可以作祭司事奉我。你要给你

“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新约希腊文用三个不同的字，说到

哥哥亚伦作圣衣，为荣耀为华美。”我们需要领会，为什么神

关于祭司的事：第一是指祭司职分，如希伯来七章十二节；第

圣的记载在帐幕以后，紧接着说到祭司的体系。

二是指祭司职任，祭司的事奉，如希伯来七章五节；第三是指

出埃及二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启示，

有了帐幕以后，立刻需要祭司点灯；从属灵方面说，
这指明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个实体
出埃及二十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启示，有了帐幕以后，立
刻需要祭司点灯；从属灵方面说，这指明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
一个实体。按照耶和华的指示，摩西首先说到帐幕（二五 1~二
七 19 ），然后插进来说到祭司体系，包括祭司点灯、衣服、和
分别为圣（二七 20~二九 46），之后又回头说到帐幕的一些物
件（三十 1~38）。这给我们看见，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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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团，就是祭司体系，如彼前二章五节和九节（参 5 注 7）。
出埃及二十八章说到祭司体系，不是指祭司职分或祭司职任，
乃是指祭司团，就是神所救赎的子民。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
及为奴之家，把他们带到旷野这分别之地，目的是要他们作祭
司事奉神，向神守节，向神献祭。
神所要得着的事奉和敬拜，其实行的凭借乃是帐幕和祭司
体系。若没有这二者，神的子民就无法向神守节并献祭，也就
无法事奉神。以色列人最初在旷野享受吗哪（十六），以及从
磐石流出来的活水（十七 1~7）。那实在美妙，但只不过是在起
初阶段享受神的供备，还不能把他们构成事奉神的人。尽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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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之后战败了亚玛力人（8~16），成了一个国度（十八 13~26），
但他们那时仍然没有预备好。他们必须被带到山上。神借着摩
西，给以色列人看见山上的样式和异象。这个样式是什么呢？
首先是帐幕的样式，然后是祭司体系的样式；这一切都有非常
详细的记载。摩西从耶和华所听见、所领受的，大部分是与事
奉耶和华有关。帐幕的建造以及祭司体系的构成，乃是以色列
人事奉神的凭借。今天，你我若要正确的事奉主，就必须有帐
幕和祭司体系的实际。这二者都是联于建造，也都在于建造。

借着出埃及记里的图画，
神启示出祂的赎民既是帐幕，也是祭司体系；在新约
这两个预表的应验里，帐幕和祭司体系被摆在一起
借着出埃及记里的图画，神启示出祂的赎民既是帐幕，也
是祭司体系；在新约这两个预表的应验里，帐幕和祭司体系被
摆在一起（彼前二 5）。在旧约的预表里，居所是无生命的，而

在旧约里，殿和祭司体系是分开的，但在新约里，
属灵的殿就是祭司体系，祭司体系也就是属灵的殿
在旧约里，殿和祭司体系是分开的，但在新约里，属灵的
殿就是祭司体系，祭司体系也就是属灵的殿（彼前二 5）。殿和
祭司体系乃是一。

我们不能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帐幕，
也不能有帐幕而没有祭司体系
我们不能有祭司体系而没有帐幕，也不能有帐幕而没有祭
司体系。出埃及记同时提到祭司体系和帐幕；至终，这二者几
乎调在一起，无法只有其中一者，而没有另一者。要有帐幕就
必须有祭司体系，要有祭司体系就必须有帐幕。

我们若不是属灵的殿，就不会是祭司体系；
照样，我们若不是祭司体系，就不会是属灵的殿

祭司体系乃是活人。在新约，这两个预表的应验都是活的，是

我们若不是属灵的殿，就不会是祭司体系；照样，我们若

满有生命的。我们不是为神建造物质的居所，乃是要成为一个

不是祭司体系，就不会是属灵的殿。帐幕是为着居住，祭司体

满有生命的建造，活的建造；这是蒙恩得救的活人以神为生命，

系是为着事奉。实际上，这二者乃是一；生活与事奉必须是一。

与神调在一起。这乃是在生命里的建造，也是生命的建造，就

神住在我们中间，以我们为祂的家；这等同于祂享受我们作祭

是活神的家。

司体系事奉祂。这也就是今天的召会；召会生活就是帐幕生活，

祭司体系不是仪式的事。今天的宗教称某些人作祭司，他
们穿着很特别的服装。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生来就是祭司，有
祭司的生命；我们同时是帐幕，也是祭司体系。作为帐幕，我
们需要被建造；作为祭司体系，我们也需要被建造。我们唯有
被建造，才能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才能敬拜神，向祂守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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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祭司体系的生活。

召会作为居所和祭司体系的双重功用，
乃是由帐幕和祭司体系所预表
召会作为居所和祭司体系的双重功用，乃是由帐幕和祭司
体系所预表（弗二 21~22，彼前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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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埃及记里，帐幕在祭司体系之前提到，
乃是强调信徒需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
使他们能成为团体、配搭的祭司体系事奉神
在出埃及记里，帐幕在祭司体系之前提到，乃是强调信徒
需要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使他们能成为团体、配搭的祭司体
系事奉神（二五 8，二六 1~30，二七 20~二八 2）。

祭司体系乃是建造在一起的祭司团，
作为一个实体共同生活并事奉

祭司体系不是单个的信徒，乃是团体的；祭司体系是由建
造在一起的祭司所组成的（罗十二 5，7）。从出埃及记到利未
记，我们都看见祭司们是一起生活，一同配搭尽功用，一同事
奉。祭司们永远不能单独，乃是建造在一起的。

祭司体系的事奉乃是在配搭里团体的事奉；
这种团体的事奉乃是主今天所寻求的
祭司体系的事奉乃是在配搭里团体的事奉；这种团体的事
奉乃是主今天所寻求的（出十九 6，启一 6）。

没有建造，祭司体系就会崩溃；
没有建造，我们就无法有祭司体系

祭司体系乃是建造在一起的祭司团，作为一个实体共同生
活并事奉（彼前二 5，9，启一 6，五 10）。

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
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出二五 8，二八 1~2）。要
事奉，首先要被建造。若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若
是只有很多祭司忙来忙去，其中没有体系、没有配搭，就无法
实行对神的事奉。无论你多么属灵、有恩赐、有才干，无论你
在身体上是多大的一个肢体，你首先必须与其他祭司、其他肢
体一同被建造，成为建造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重生了，有
新的性情，成为活石（彼前二 5），但我们不该只是堆在一起，
乃要被建造起来。我们的召会生活可能只是一堆石头，或者是
许多祭司各自作许多事。若是这样，尽管我们的召会生活有石
头、有祭司，仍然不是神所要的事奉，也不是神所要的敬拜，
因为没有建造；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

祭司体系不是单个的信徒，乃是团体的；
祭司体系是由建造在一起的祭司所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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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造，祭司体系就会崩溃；没有建造，我们就无法有
祭司体系。祭司的穿着最重要的就是以弗得。大卫虽然不是祭
司，但有一天他受感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中抬上大卫城
锡安去。大卫束着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那时他成
了祭司（撒下六 12，14）。我们读大卫的诗篇，会看见他的确
是作为活在神同在里的祭司（参诗一三二 3~5）。
以弗得上面有肩带、胸牌、乌陵、土明等。事实上，祭司
所穿的衣服是一个“建筑物”，在祭司身上的乃是建造。胸牌
上有十二块宝石，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这就是建造的
预表。祭司乃是穿上建造，并在事奉中彰显建造。如果没有以
弗得所含示的建造，祭司体系就会崩溃、溃散；这是一件很严
肃的事。
有些地方召会里有好些热心的弟兄，各行自己看为正的事，
虽是出于好意，却是没有建造。在这样的召会中就很难有对神
真正的事奉。但愿我们众人都同被建造，能一起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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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事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
祭司的事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彼前二 5，9）。我
们的事奉有两面，第一是被建造，第二是建造。我们自己首先
要被建造，然后把别人建造到这个建造里。
我们的工作一面是被建造，另一面是建造（弗二 21~22，

既然祭司体系等于殿，而殿在于建造，
祭司体系也就需要众圣徒被建造
既然祭司体系等于殿，而殿在于建造，祭司体系也就需要
众圣徒被建造（5，9）。彼前二章五节里殿和祭司体系的顺序，
乃是基于出埃及记里的顺序。

林前三 10~11，十四 26）。我们是被建造而建造；这才是真正

因着需要建造，所以召会必须先是神的殿，然后才是祭司

作祭司事奉神。以弗所二章说到，我们“在祂里面同被建造，

体系（弗二 21~22，彼前二 5，9）。这里的顺序很重要。我们

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22）保罗说，“各人要谨慎怎样在

若是在某地来在一起，照主的带领开始召会生活，那实在美好。

上面建造。”（林前三 10）他又说到召会的聚会乃是为着建造

然而，我们不该急着作这作那；圣徒们尽管人数少，首先还是

（十四 26）。我们要顾到建造，自己就要先被建造，然后也把

必须被建造。我们必须在主里被建造，必须来在一起，把自己

别人建造到这个建造里。你若没有被建造，就无法把别人带进

祷告到主的同在里。我们也必须有许多灵的交通（腓二 1），彼

建造，不能建造别人。

此调在一起。唯有被建造，才能产生事奉；这乃是首要的事。

作祭司事奉神，就是建造神的居所，那也是被建造。祭司

建造与配搭有关；唯有当我们被建造并配搭到建造里，我

的事奉乃是借着建造；建造就是祭司的事奉。我们今天的事奉

们才有立场事奉主。你如果没有被建造，就只不过是块滚动的

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建造召会。所有的恩赐，所有的功

石头，是脱队的祭司，没有立场事奉。
我们唯一的需要就是被建造（太十六 18，弗四 16）。我们

用，都是为着建造主的召会。
我们无法将祭司的事奉和建造分开；我们唯有被建造，才

要被建造到神的建造里。圣经里所强调的，不是如何成圣或属

是正确的祭司，施行真实建造的工作。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

灵，乃是神的建造（弗二 21~22）。真实的属灵乃是建造的事；

乃是事奉的基本条件；我们若没有被建造，就无法事奉（弗二

没有建造，没有属灵的殿，就没有圣别、属灵、或属灵的能力。

21~22，彼前二 5）。

个人单独的属灵生活不能成就神的心愿；我们必须是团体的。

我们被建造成为祭司体系，才能有蒙神悦纳的工作（9）。

主要得着属灵的殿，而不仅仅是属灵的个人。主要得着一个祭

我们可能在事奉中很忙碌，但我们的工作是否蒙神悦纳呢？我

司体系，而不是单个的祭司来事奉祂。所以，我们要寻求真正

们若献上自己的祭物，就不蒙悦纳。我们唯有成为属灵的殿，

的属灵。在旧约的诗篇里，我们从诗人身上看见什么是真正的

建造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才能蒙悦纳。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光，

属灵。他们的得胜、能力、活力的源头，都是联于殿；一切都

给我们看见，祭司体系必须就是建造，并且是为着建造。

在于他们与神殿的关系（参二三 6，二七 4，三六 8，八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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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目标始终是建造

10，一三三）。我们需要在观念上有基本的改变。当我们说到
圣别、属灵、得胜和能力，这一切都必须联于建造。

神的目标始终是建造（出二五 8，太十六 18，弗二 21~22）。

要成为圣别、属灵、有能力，唯一的路就是被建造到神的

在永世里神所要的是新耶路撒冷，
今天祂所要的是召会

建造里。我们都要祷告：“主啊，使我愿意被建造到你的建造
里。”神的建造最大的仇敌不是罪，也不是肉体，乃是己。在
“成全训练信息”一书中，李弟兄一再的说到我们要脱离己的
乖僻、个性与意见，但光凭自己的努力是不管用的；我们只需
要被建造，建造会使我们脱离那些消极的难处。拦阻我们被建
造的，是我们的意见、个性等更深的难处。建造是我们的拯救，

在永世里神所要的是新耶路撒冷，今天祂所要的是召会（启
二一 2~3，太十六 18）。现今主所要的乃是建造的召会。这个
建造的工作必须是在今天，而不是等到将来。这就是主要有这
个恢复的原因。

我们若不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建造，
就神的定旨而论，我们便是失败的

使我们脱离这一切难处。但愿我们丢弃自己，向自己死，并拒
绝自己，让主在我们里面作工，使我们能与别的圣徒建造在一
起，将我们建造成为祂所要的建造。
我们若要蒙保护，就必须建造到神的建造里；属灵不是我

我们若不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建造，就神的定旨而论，我
们便是失败的（提后一 9，弗三 11）。我们也许作了许多好事，

们的保护，神的建造才是（太十六 18）。若没有建造，我们就

但若不让主在我们中间得着建造，就神的定旨来说，我们仍是

没有遮盖、不受保护，而是暴露出来的；我们要隐藏在神的建

失败的。

造里。

神子民中间的光景令人失望灰心，乃是因为缺少建造。主

甚至那些最属灵的基督徒，他们生活中的短处也是由于缺

还无法达到祂对建造的目标（太十六 18）。我们若离开了神的

少建造（弗四 16）。李弟兄曾提到英国有一处地方，信徒常常

目标，就不可能作什么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七 21~23，弗一 9，

说到属灵；但当他前去访问时，却得着一个印象：他们有许多

三 11，提后一 9）。

谈论，却没有建造（参作主合用的器皿，一〇六至一〇七页）。
一九五六年，李弟兄在马尼拉开始传讲神的建造（参彼得前书
生命读经，一七九页）。从那时起，他在台湾有许多传讲都是
关于建造。到了美国，他也讲说神建造的异象；他一再的说到
建造。我们都必须看见建造这事。

神唯一的目标乃是建造

神要那些能和神子民在一里同居，
配搭成为一体，成为祂居所的人
神要那些能和神子民在一里同居，配搭成为一体，成为祂
居所的人（诗一三三）。“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1）这就是神所要的；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乃
是为着这个“一”。这个“一”等于建造。

神唯一的目标乃是建造（太十六 18，弗二 21~22，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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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必须看见，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恢复基督
作我们的生命和一切，好叫我们被变化，并被建造
我们都必须看见，主恢复的目标乃是要恢复基督作我们的
生命和一切，好叫我们被变化，并被建造（西三 4，10~11，林
后三 18，弗二 21~22）。我们同被建造时，神就得着一个建造
（太十六 18，启二一 2~3，10~11）。这个建造乃是祭司体系（彼
前二 5，9）。我再说，我们若没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体系。
我们必须让主得着祂所要的建造，才能有叫祂喜悦、令祂满足
的事奉体系（M. C.）

第六篇
帐幕所预表在三一神里的一
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帐幕所预表在三一神里的一。我们需
要有祷告的灵，好清楚看见这件事；这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引

言

竖板需要金包裹，才能合在一起
出埃及二十六章十五节说，
“你要用皂荚木作帐幕的竖板。”
二十六至二十九节说，“你要用皂荚木作闩，为帐幕这面的板
作五条闩，为帐幕那面的板作五条闩，又为帐幕后面朝西的板
作五条闩。板腰间的中闩，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板要用金
包裹，又要作板上的金环，用以套闩；闩也要用金包裹。”
约翰十七章十一节说到三一神的一。主说，“我不再在世
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在你的名，
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里，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一，像我们一
样。”我们要成为一并有分于父的名，唯一的路就是得着父的
生命。我们在父的生命里成为一，因我们都同有一位父，我们
是真正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圣的生命里是一。
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
主圣别人的话把我们从世界带出来，也使我们脱离己。当我们
进入圣别人的话，我们就脱离旧的住处，就是我们的己，进到
新的住处，新的居所，就是三一神的人位这奇妙的居所。在全
宇宙中，只有在三一神里才有一。二十一节上半说，“使他们
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我们如何能成
为一？主要我们成为一，正如父在主里面，主也在父里面。换
句话说，主要我们成为一，就好像父与主是一一样。父与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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