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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那極有特色之聖別建造的異象 

讀經：結四十 1～四二 14 

週 一 

壹 神永遠的定旨是要得著一個建造，作祂自己與祂選民

的調和（結四十 1～四八 35，太十六 18，彼前二 5）；

凡神在祂子民當中，並在地上列國當中所作的，都是

爲著祂的建造；這由啓示錄這卷書所證實；啓示錄與

以西結書平行，總結於神終極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

冷（啓二一 2～二二 5）： 

一 所羅門建造的殿被毀（王下二五 8～9），後由被擄到巴

比倫而歸回的人所重建（拉三 6 下～13，六 13～15）。 

二 這殿後來又由希律用四十六年建成的殿所頂替（約二

20）；希律的殿在主後七十年被提多率領的羅馬軍隊所

毀（但九 26，太二三 38，二四 2）。 

三 無論是以斯拉時代的殿，或是希律時代的殿，都不是所

羅門所建之殿充分的恢復；然而，以西結異象中的殿是

所羅門之殿充分的恢復，並且超過之；雖然這殿的本身

與所羅門所建的殿大小一樣（結四一 2、4，參王上六 2），

但在以西結的異象中有許多關於門、院子和殿四圍屋子

的細節，指明這是所羅門之殿的擴大。 

四 因此，從亞伯拉罕的帳棚開始，進展到帳幕，然後到所

羅門的殿，總結於以西結異象中的殿，在舊約中有神建

造之擴大的持續進展；這擴大表徵神子民對基督之經歷

的持續加增—參王上六 2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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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神在新約屬靈的建造，開始於耶穌基督，就是成肉體的

神，作神的帳幕（約一 14）和神的殿（二 19～21）；進

前到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作基督的擴大（弗一 22～

23，二 20～22）；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建造在

永世裏終極的彰顯和擴大（啓二一 2～3、15～17）。 

六 以西結四十至四十八章中關於神聖別建造的異象，要按

字面應驗於復興的時候，那時得復興的以色列要重建聖

殿和耶路撒冷城，作他們在千年國裏與神同住之處。 

七 其中一切細節的屬靈意義，都該應用於新約的信徒身

上，他們乃是神屬靈建造—召會—的組成分子。 

 

貳 以西結看見第一個異象，就是主榮耀顯現的異象，是

在他三十歲時，那是祭司開始盡功用的年紀（一 1）；

他看見末一個異象，就是神聖別建造的異象，是在二

十年後（四十 1，參一 2），在他五十歲時，那是祭司

退休的年紀（民四 3）；這指明以西結要看見神建造

的異象，需要在生命裏更成熟（參結一 1 註 1）： 

 

週 二 

一 年初（四十 1），指明神建造的異象把我們帶到新的開始。 

二 正月初十日，是以色列人豫備逾越節羊羔的日子（出十

二 3）；這指明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每一次新的開始，都是

基於基督這逾越節的羔羊（約一 29，林前五 7），和祂

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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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要看見神聖別建造的異象，以西結從被擄之地，被帶

到以色列地（豫表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神分給祂子民的

分—申八 7，西一 12），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山（表徵

基督的復活和升天）（結四十 2）；這是正確的地位、

正確的立場和正確的角度，使以西結能看見這樣的異

象。 

肆 在建造的門口顯爲銅的樣子的這人乃是基督（3）；銅

表徵受神審判的試驗（民十六 37～39，二一 8～9）；

基督經過神的審判，完全彀資格來量度（藉審判而據

有）凡屬於神建造的事物（亞二 1與註）。 

伍 『那人對我說，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

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因爲我帶你到這裏來，

目的是要使你看見；凡你所看見的，你都要告訴以色

列家』—結四十 4： 

一 神指示以西結關於祂建造的異象時，申言者需要有敏銳

的眼光，並要專心聽。 

二 他也必須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好吸收所要指示他的事；

這樣，凡他所看見、所聽見的，他就能告訴神的百姓—

參約壹一 3。 

週 三 

陸 殿四圍的牆是爲著分別，將屬於神的和不該屬於神的

分開—結四十 5： 

一 牆的厚度和高度都是六肘，因此，牆的截面是六肘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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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這數字表徵第六日被造的人，因此，牆有一個六肘見

方的截面，表徵基督自己是正直、完全並完整的人。 

三 這樣一位基督是神建造的分別線；只有被包括在基督裏

面的，纔屬於神的權益和神的建造—弗二 21，林前一 30，

弗四 1。 

柒 門（指門洞）分爲四段：外面的過道（結四十 6）、

通道（院子—14）、裏面的過道（7）和門廊（8～9）： 

一 門是神建造的入口，表徵基督是我們進入神裏面，進入

神的權益、神的建造和神的國的門路（約十四 6、20，啓

二一 21 上）；牆把罪人和神分開，但門把人帶進神裏面，

帶進神的建造裏。 

週 四 

二 門洞兩旁各有三間衞房（結四十 7、10），表徵衞房是一

個人位，就是基督自己，祂是三一神（三）成了人（六），

並在十字架上被『裂開』： 

1 六間衞房每間都是六肘見方，因此與牆的截面尺寸相

同；這指明主耶穌在祂的人位和工作上，是神榮耀和

聖別的保衞。 

2 藉著經過基督這門，我們就有資格進入神那滿了祂榮耀

和聖別的建造裏。 

三 門廊寬度是六肘，六這數字表徵第六日被造的人；門廊

的長度是八肘（8～9），八這數字表徵基督的復活，發生

在新的七日的第一日，乃是新的起頭（約二十 1）： 

1 這些尺寸表徵主耶穌這人作爲神建造的門，完全是在復

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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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些尺寸也表徵，當我們到達門廊，我們就是在復活

裏，有新的起頭。 

四 門的入口寬十肘（結四十 11），在此十這數字含示十誡；

這指明凡十誡所要求的，門口都成全了；主耶穌是方正、

正直、完全的人，成全十誡一切的要求，祂成了我們進

入神建造的門—參羅八 4。 

五 門的牆柱上有棕樹，表徵保衞神聖別和榮耀的基督，乃

是永存、得勝的一位，祂站立、托住、扶持並得勝；棕

樹生長在野地，且是長青的，表徵得勝和永存的力量（出

十五 27，啓七 9）；基督是牆柱，用得勝、永存的生命

支撐並擔負神的建造—結四十 16。 

六 外院東、南、北三邊靠牆的地方，有六塊不同的鋪石地，

每塊地上有五間屋子，總共有三十間屋子（17）；除了

鋪石地上的三十間屋子，還有四個小院各在外院的四個

拐角（四六 21～24 與 21註 1）；這些是供百姓煮祭物之

處： 

1 鋪石地可能是用石頭作的，表徵那使我們成爲石頭（約

一 42，太十六 18）之重生的立場，叫我們從世上的污

穢分別出來（參路十五 22 註 7）。 

2 這些屋子是百姓喫祭物的場所，指明它們是百姓享受基

督作祭物和供物的地方（祭司是在內院喫祭物〔結四

二 1～14〕，百姓是在外院喫）。 

3 我們經過神居所的大門以後，就來到外院，進入屋子，

站在我們重生的『石頭』上，喫基督並享受基督，祂

是一切供物的實際—來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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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五 

捌 內院門洞的細節（結四十 28～37）與外院門洞的細節

相同，指明我們進入內院時，就重複對基督的經歷；

我們經歷的是同一位基督，但我們對祂有更多的經歷

（腓三 8～10）： 

一 在內院入口有另一組臺階（參結四十 22、26），共八層；

這指明在經歷神建造的事上越往裏面進展，我們就越高。 

二 八這數字表徵復活；這指明我們若要進入內院，就必須

在復活裏；所有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人都必須棄絕，被

十字架除去。 

三 這間屋子可能是在內院北邊的門洞裏，是祭司洗燔祭牲

的地方（38）；這指明我們的經歷到了這點，就豫備好

給神作燔祭： 

1 我們經過內院的門洞以後，就在復活裏，在更高一層。 

2 在這裏，我們不再僅僅是外院裏一般的百姓，乃是成了

祭司，豫備好藉著獻燔祭事奉主，意思就是豫備好絕

對爲著主—利一 3 註 1。 

四 祭壇表徵基督的十字架，不僅是神聖別建造的中心，也

是這建造的圓周—結四十 47： 

1 門、喫祭牲、煮祭物的屋子和宰殺祭牲的桌子（39），

都含示十字架；因此，十字架擴展到四方，到神建造

的每個角落；我們若要在神的殿裏接觸祂，並享受祂

的豐富，就必須經過十字架。 



                                   86 
 

第十七週 • 綱目 

2 十字架上的死對神是釋放（路十二 49～50，約十二 24），

對人和一切消極的事物是了結（羅六 6，來二 14，九

26～28，加六 14，弗二 14～15）；在基督的死裏，神在

人裏經過死而得釋放，人在神裏受死而被了結。 

週 六 

玖 祭壇表徵十字架，殿表徵基督（約二 19～21）與召會，

基督的身體（林前三 16，弗二 21）： 

一 十字架、基督和召會不僅是新約的中心題目，也是整本

聖經的中心題目；壇立於殿前，指明我們在十字架之外，

不可能有召會；惟有當我們經過十字架之後，纔能有召

會的實際。 

二 我們在生活和工作裏所作並所說的一切，都該經過十字

架並憑著那靈，好將基督分賜到別人裏面，爲著建造基

督的身體。 

三 殿的高度比內院高十階，比殿外高二十五階（結四十 49、

22、31）；這指明我們在經歷神的建造時，越往裏面進

展，就越升高。 

四 以西結沒有告訴我們柱子的尺寸，這指明柱子表徵無限

無量的支撐力量；因此，這兩根靠近牆柱的柱子表徵基

督作神的見證人（二），用無限無量的力量背負神的家—

參約三 34，腓四 13。 

五 廊子的入口寬十四肘（結四十 48），通往外殿（聖所）

的門口寬十肘，進入內殿（至聖所）的門口寬六肘（四

一 3）；這指明我們在經歷神的建造時，越往裏面進展，

路就變得越窄；我們與主越近，就越受祂限制（參太七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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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殿牆厚六肘（結四一 5），六這數字表徵主耶穌的人性是

神居所站立的力量；在帳幕裏直立的皂莢木板也表徵主

耶穌的人性（出二六 15）；主耶穌作爲正確的人，乃是

神建造之直立、支持的牆。 

七 這三十間爲著彰顯的旁屋（結四一 6），是基於那三十間

爲著享受的屋子（四十 17）；我們享受基督有多少，我

們彰顯祂就有多少；我們對基督的享受，至終成了基督

的豐滿、彰顯（弗三 16～19）。 

八 旁屋越上越寬（結四一 7），指明我們與主的關係越升高，

我們在經歷中也變得越寬廣、越豐富（參弗三 18）；這

指明對神聖別建造的經歷是有進展的。 

九 聖殿相關建築的每個部分，全都鑲上木板（結四一 16）；

木表徵耶穌拔高的人性；在以西結書中，神的建造主要

的材料乃是耶穌那釘死、復活並升天的人性。 

十 在所有鑲上的木板上，都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樹（18～20）： 

1 基路伯表徵主的榮耀顯在受造之物上（十 18，來九 5）；

長在野地並且長青的棕樹，表徵基督的得勝和祂永遠

常存的力量。 

2 在牆上雕刻棕樹和基路伯，指明基督的得勝和主的榮

耀，已經藉著受苦『雕刻』到我們裏面—參西一 24。 

3 在以西結一章，基路伯有四臉（6、10），但在牆上的

雕刻，基路伯只有二臉—人的臉和獅子的臉，表徵並

彰顯在人性裏的得勝—四一 19。 

4 每二基路伯中間有一棵棕樹（18），表徵我們作神建造

的一部分，在顯出基督榮耀的形像時，也顯明基督的

得勝（參林後二 14～16，三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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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立在這殿裏的香壇，單單是木頭作的，表徵耶穌的人性—

結四一 22： 

1 在帳幕和聖殿裏，都有香壇和陳設餅的桌子；但在以西

結書這裏，壇就是桌子；壇是爲著讓我們將基督這香

獻給神，使神滿足，桌子是爲著讓神豫備基督作食物，

使我們滿足—22 節。 

2 木壇所放的地方，鑲著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樹的木板，指

明我們若彰顯基督的榮耀和得勝，就會有這個壇桌

子，讓神和我們在基督裏同有交通；在此，神因著我

們在基督裏所獻的香而得滿足，我們也因著神在基督

裏所供應的食物而得滿足。 

十二 在召會中，『門』（23）的功用是讓積極的人事物進來，

而不讓消極的人事物（參太七 15，徒二十 29）進來；每

扇門又分爲兩扇摺疊門（結四一 24），指明召會中的門

必須有彈性。 

十三 棕樹雕刻在窗旁的牆上，指明得勝和永遠常存的能力、力

量，總是與屬靈的空氣和神聖的光並行；這就是說，我

們的得勝和能力與賜生命的靈有關；我們若享受賜生命

的靈，也就會享受基督的得勝、能力和力量。 

拾 聖屋位於北面和南面，是連接內院和外院的房屋—四

二 1： 

一 在外院鋪石地上的屋子是百姓喫供物的地方；而聖屋是

祭司喫供物，並擺放、儲藏供物的地方；也是他們擺放

祭司衣服之處（13～14）；供物表徵基督作我們的享受，

祭司的衣服表徵基督作我們的彰顯（出二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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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聖屋裏，我們達到屬靈經歷的最高峯；在聖屋裏生活

就是在基督裏生活（腓四 13）；在聖屋裏喫供物就是喫

基督（約六 57），穿上聖衣就是穿戴基督使祂得彰顯（羅

十三 14、12）。 

三 聖屋和旁屋一樣，都有三層，指明聖屋與基督的豐滿、

彰顯相符（結四一 6）；祭司享受基督到一個地步，他們

的聖屋與基督的豐滿一樣高（參弗三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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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十 1～2 我們被擄第二十五年，……耶和華的手降在我

身上，……在神的異象中，祂帶我到以色列

地，把我安置在極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邊有

彷彿一座城的建築。 

啓二一 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

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給我看。 

以西結書前三段說到主的榮耀（一）、神的審判（二～三二）

和主的恢復（三三～三九），那都是爲著神聖別的建造（四十～

四八）。神永遠的定旨是要得著一個建造，作祂自己與祂選民

的調和。凡神在祂子民當中，並在地上列國當中所作的，都是

爲著祂的建造。這由啓示錄這卷書所證實；啓示錄與以西結書

平行，總結於神終極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啓二一 2～二二

5）（聖經恢復本，結四十 1 註 1）。 

信息選讀 

所羅門建造的殿被毀（王下二五 8～9），後由被擄到巴比倫

而歸回的人所重建（拉三 6 下～13，六 13～15）。這殿後來又由

希律用四十六年建成的殿所頂替（約二 20）。希律的殿在主後

七十年被提多率領的羅馬軍隊所毀（但九 26，太二三 38，二四

2）。無論是以斯拉時代的殿，或是希律時代的殿，都不是所羅

門所建之殿充分的恢復。然而，以西結異象中的殿是所羅門之

殿充分的恢復，並且超過之。雖然這殿的本身與所羅門所建的

殿大小一樣（結四一 2、4，參王上六 2），但在以西結的異象

中有許多關於門、院子和殿四圍屋子的細節，指明這是所羅門

之殿的擴大。因此，從亞伯拉罕的帳棚開始（見創十三 18 註 1），

進展到帳幕，然後到所羅門的殿，總結於以西結異象中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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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約中有神建造之擴大的持續進展。這擴大表徵神子民對基

督之經歷的持續加增（參王上六 2 註 1）。神在舊約的建造豫表

神在新約屬靈的建造，開始於耶穌基督，就是成肉體的神，作

神的帳幕（約一 14）和神的殿（二 19～21）；進前到召會，就

是基督的身體，作基督的擴大（弗一 22～23，二 20～22）；終極

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建造在永世裏終極的彰顯和擴大（啓

二一 2～3、15～17）。  

以西結四十至四十八章中關於神聖別建造的異象，要按字

面應驗於復興的時候，那時得復興的以色列要重建聖殿和耶路

撒冷城，作他們在千年國裏與神同住之處。其中一切細節的屬

靈意義，都該應用於新約的信徒身上，他們乃是神屬靈建造—

召會—的組成分子（聖經恢復本，結四十 1 註 1）。 

以西結書末段〔四十至四十八章〕一開頭就告訴我們見異

象的時間—年、月、日（四十 1）。我們若將這裏所題的年分與

一章開頭所題的相比，就會看見有二十年的差距。以西結在一

章所看見主榮耀顯現的異象，是在被擄第五年看見的〔2〕。他

在四十章所看見神殿建造的異象，是在被擄第二十五年看見

的。有二十年的差距，這不是一段短的時間。我們需要記得，

以西結看見第一個異象時是三十歲〔一 1〕，是祭司開始盡功用

的年紀。他看見末一個異象時是五十歲，是祭司退休的年紀。

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爲這指明以西結要看見神的建造，需要

在生命裏更成熟（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二六一至二六二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九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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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十 1～2 ……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在神的異象

中，祂帶我到以色列地，把我安置在極高的山

上；在山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的建築。 

   4 那人對我說，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

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凡你

所看見的，你都要告訴以色列家。 

以西結在年初正月看見異象。正月指明新的開始。這指明

對我們而言，在我們的經歷中，神的建造必須有新的起頭。我

們看見關於召會建造的事，這就是在我們生命裏新的起頭。 

這裏的記載也說到初十日。照著出埃及十二章三節，正月

初十日是以色列人豫備逾越節羊羔的日子。這當然是指我們的

逾越節基督，作我們的救贖。由此我們看見，每當我們在基督

徒的生活中有新的開始，必是基於基督和祂的救贖（以西結書

生命讀經，二六三頁）。 

信息選讀 

現在我們需要思想以西結看見異象的地方。他沒有在被擄

之地看見關於神建造的異象。反之，他被帶回聖地，以色列地

（結四十 2）。旣然這地表徵基督，被帶回以色列地就是被帶回

基督面前。除了被帶回以色列地以外，以西結也被帶到高山，

這表徵復活和升天的地方。當我們回到基督面前，我們在靈裏

可能就覺得，我們是在高升的地方，就是在復活、升天的基督

裏面。不但如此，以西結還被帶回耶路撒冷。 

我們要正確的看見一樣東西，就需要正確的地位、正確的

立場和正確的角度。我們若在地位或立場上錯了，就無法看

見。……我們若要看見神的建造，就需要在耶路撒冷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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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不是惟一看見神建造之異象的人。在啓示錄裏，使徒約

翰告訴我們，他在靈裏被帶到一座高大的山，看見聖城新耶路

撒冷（二一 10）。 

以西結若留在巴比倫，在被擄之中，就不能看見建造。同

樣，他若在平原，不在山頂，也不能看見神建造的異象。所以，

我們若要看見這異象，就需要長大並往上去。這就是說，我們

需要在生命裏成熟，我們需要在高山上。然後我們就能看見神

的建造。 

在以西結看見建造的異象之前，他看見人的異象。這人不

像以西結一章的人，看起來不像金銀合金，乃像銅（四十 3）。……

在四十章祂不在寶座上；祂在建造的門口量度。在聖經裏，量

度的意思是審判並據有。 

一樣東西一旦受了審判，就能耐得住。某樣東西受了審判，

就經得起任何一種試驗或察驗，也經得起進一步的審判。主耶

穌就是這樣的人。祂經過神的審判，現今成了別人的試驗。因

爲祂經得起各種試驗、察驗和審判，所以祂完全彀資格來量度

一切，包括神的建造。祂藉著祂的審判，來量度凡屬於神建造

的事物。 

以西結四十章四節……〔指明〕神指示以西結關於祂建造

的異象時，申言者需要有敏銳的眼光，並要專心聽。他也必須

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好吸收所要指示他的事。這樣，凡他所看

見、所聽見的，他就能告訴神的百姓（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二

六四至二六七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九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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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十 5 看哪，殿外四圍有牆。那人手拿量度的葦子，

長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祂量那建築的

牆，厚一葦，高一葦。 

弗二 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在以西結四十至四十八章，關於神建造的一段，說到三件

主要的事：聖殿、聖城和聖地。殿、城和地都是聖的。以西結

不是從外面開始，乃是從裏面開始，這是很有意義的。……神

在祂的經綸裏總是從裏面，不是從外面開始。我們看見帖前五

章二十三節指明這點，這節說到我們的『靈、與魂、與身子』。 

關於殿，我們需要看見的第一項是圍牆。殿在四面都有圍

牆。牆是爲著分別，將屬於神的和不該屬於神的分開。牆將該

屬於神的和絕不該屬於神的分開，因此牆是分別線。 

牆的量度指明，牆表徵基督自己是分別線。凡在基督裏面

的，都屬於神的權益和神的建造；凡在基督外面的，都被排除

在神的權益和神的建造以外。在數百萬人的城市中，我們能憑

著基督作分別線，知道誰是屬神的，誰不是屬神的。在基督裏

面的人都屬於神，在基督外面的人都與神分開。換句話說，凡

屬基督的都在牆內，凡在基督外面的都在牆外（以西結書生命

讀經，二六九至二七○頁）。 

信息選讀 

牆的尺寸相當不尋常。我想在人類歷史所有的世紀中，未

曾有過這樣的牆。這牆高六肘，厚六肘。我們若能看牆的截面，

就會看見六肘見方。六這數字指第六日被造的人。旣然牆高六

肘，厚六肘，並且六是人的數字，我們就可以說，牆表徵主耶

穌是方正、正直、完全並完整的人。基督作爲一個方正、正直、 



                                   95 
 

第十七週 • 週三 

完全、完整甚至復活的人，祂乃是分別線。因爲祂是方正、正

直的，祂就完全有資格。在祂裏面沒有不完全；在祂沒有缺點，

也沒有彎曲。反之，在祂一切都是正直、公正、完全並完整的。

我再說，這樣一個人乃是分別線。 

如果只有主耶穌是這樣的人，我們就會被排除在外。我們

不是方正、正直或公正的。我們的確不是完全或完整的。雖然

我們這樣短缺，但我們不該想要效法基督。任何墮落的人要效

法基督這方正、正直、完全並完整的一位，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來到主耶穌面前，並將自己與祂相比，我們就被暴露，

被定罪。例如，在路加二章我們看見，當主耶穌是十二歲的孩

子時，無論祂多麼爲著祂的天父，祂仍服從祂的父母。年輕人，

你們在尋求你們天父的權益時，不服從你們的父母，但主耶穌

是服從的。從這一個例子我們能領悟，主耶穌一生的歷史對我

們是定罪的因素。 

讚美主，祂不但是牆，也是門。作爲牆，祂排除我們並定

罪我們，但作爲門，祂將我們帶進神的建造裏。我們今天若是

在神建造的範圍裏，那是因爲基督作爲門將我們帶進來。 

基督是我們的門。……在約翰十四章六節主耶穌告訴我

們，祂是我們到父那裏去的道路。離了祂，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基督是我們進入神裏面，進入神的權益、神的建造和神的

國的門路。……以西結看見關於基督作門的細節（以西結書生

命讀經，二六九至二七○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九至二十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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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十 10 朝東的門洞有衞房：這旁三間，那旁三間，三

間都是一樣的尺寸……。 

羅八 3～4 律法因肉體而輭弱，有所不能的，神，旣在罪

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著罪，差來了自己的兒

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使律法義的要求，

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

身上。 

〔在以西結四十章，每個〕門洞分爲四段：外面的過道〔6〕、

通道〔有衞房的院子（14）〕、裏面的過道〔7〕和門廊〔8～9〕。

有三個過道或通道，就是外面的過道和裏面的過道，以及這二

者之間可視爲走廊的通道。因此，這裏有外面的過道、通道、

裏面的過道和門廊。門廊有點像殿的前廳。人經過外面的過道、

通道、裏面的過道和門廊，就能進到殿裏（以西結書生命讀經，

二七二頁）。 

信息選讀 

以西結四十章十節說，在門洞的通道裏有六個小廂房（衞

房）。這些房間是給守衞住留以保護聖殿的。這些衞房每間都

是六肘見方，因此與牆的截面尺寸相同。這指明主耶穌在祂的

人位和工作上，是神的榮耀和聖別真正的保衞。 

倘若沒有牆，有罪的人就能進入殿裏，並且干犯神的榮耀

和聖別。牆把罪人和神分開，而門把人帶進神裏面，帶進神的

建造裏。主耶穌要作門，必須成全十誡一切的要求。祂是方正、

正直並正確的人，能成全十誡，現今祂自己是神的榮耀和聖別

的衞房。……我們若要這樣有資格，就需要經過門。藉著經過

基督這門，我們就有資格進入神那滿了祂榮耀和聖別的建造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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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間衞房分爲兩組，每組三間。我們再次看到表徵三一神

的三這數字，祂成了人，並且被『裂開』爲二。這指明衞房是

一個人位，就是基督自己。 

在門洞裏面有門口，正好寬十肘。門洞的入口寬十肘是很

有意義的。在聖經裏，十這數字首先指十誡。十誡所要求的，

門口都成全了。門口的寬度正好是十誡的度量。這指明主耶穌

成全十誡一切的要求。我們面對十誡的時候，就被十誡排除。

然而，主耶穌能滿足每一條誡命，祂成了我們進入神建造的門。 

鋪石地有六塊，在每一塊地上有五間屋子。這就是說，總

共有三十間屋子〔17〕。……除了鋪石地上的三十間屋子，還

有四個小院各在外院的四個拐角。這四個在四拐角的小院乃是

煮祭物的地方。用現代的說法，這四個小院就是廚房，……是

供百姓煮祭物之處。祭司是在內院喫祭物，百姓是在外院喫。 

在這些煮祭物的廚房外面，有一些屋子。這些屋子是喫東

西的地方，就如……飯廳，就是喫廚房裏所豫備好之食物的地

方。……我們經過了大門以後，就來到外院，進到屋子裏喫基

督並享受基督，祂是一切供物的實際（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二

七五至二七六、二七四、二八二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十九至二十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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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十 31 廊子朝著外院，牆柱上有雕刻的棕樹；這門的

臺階有八層。 

腓三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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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

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我們進入內院時，要再升高。在內院的入口有另一組臺階，

不是七層，而是八層〔參結四十 31 註 1〕。從街道外面到外院

的門洞，要上七層臺階……。由此我們看見，進入內院的意思

乃是：我們越往裏面，就越升高。……我們經過門洞進到內院，

那時我們比牆外的人高出十五層臺階。 

七這數字表徵完成，八這數字表徵復活。這指明我們若要

進到內院，就需要在復活裏。所有天然的生命和天然的人都必

須棄絕，並被十字架除去（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二八七頁）。 

信息選讀 

在內院我們重複對基督的經歷。我們再次藉著經過另一個

門洞，來經歷基督。我們所經歷的是同一位基督，但我們對祂

有更多的經歷了。這就把我們引進內院。 

藉著煮祭物和喫祭物，我們在外院可以有一點享受，但那

裏沒有對主的事奉和服事。但是當我們經過門洞來到內院，馬

上就開始有服事。 

有一間屋子，可能是在內院北邊的門洞裏，是給祭司洗燔

祭牲的（結四十 38）。……這間屋子只是爲著洗燔祭牲。這指

明我們的經歷到了這點，我們就豫備好給神作燔祭。惟有在復

活裏並在更高一層，我們纔豫備好來絕對爲著神。……在內院

這裏，我們開始有爲著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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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聖殿及其內外院綱領圖〔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二六八頁〕

可以看見，不論人從那一個門進去，都會來到祭壇這裏。當神

從聖殿來與人相會時，同樣也是來到祭壇這裏。所以，祭壇不

僅是宇宙的中心，也是神與人，人與神相會的地方。……神與

人……藉著死相遇在一起。……然而，神不會受死影響。……

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對神是美妙的釋放，對我們是美妙的了結。

我們都需要這祭壇的異象。……神的豐富在〔十字架上〕得著

釋放，一切消極的事物也在那裏被了結。 

神的聖別建造各處都看見十字架—大門、鋪石地、外院四

拐角煮祭物的地方和內院的桌子。所以，十字架不只是中心，

也是圓周。十字架擴展到四方，到每一個角落。我們得救之後，

到處都碰著十字架。……我們不是一次永遠的經歷十字架—乃

是一次又一次的經歷。那些追求主的人在每一次轉彎的時候，

都會碰到十字架。……他們會藉著兒女……、配偶或病痛，……

藉著召會或同工經歷十字架。十字架無所不在，其原因乃是：

我們要接觸神必須經過十字架。感謝主，神給我們十字架，而

十字架給我們神。愛神並經歷祂到極點的人，乃是經歷十字架

的人。 

基督包羅萬有的死作出一個調和，將人帶進神裏面。在那

個死裏，神在人裏經過死而得釋放，人在神裏受死而被了結（以

西結書生命讀經，二八七至二八八、二九四至二九七、二九九

至三○○、三○二至三○三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一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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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弗三 16～17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

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使基督藉著

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19 ……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我們經過祭壇以後，就來到聖殿。聖殿主要分三部分：廊

子、稱爲聖所的外殿以及稱爲至聖所的內殿。除此之外，還有

附在旁邊的建築，以西結稱之爲旁屋。 

廊子前有十層臺階（結四十 49）。……我們可以看見，聖

殿及其內外院全部共有三層：外院是第一層，內院是第二層，

聖殿是第三層。……圍牆外的街道比外院的層面更低。我們若

從聖殿整體之圍牆外的街道開始算起，就有四層：街道是第一

層，外院是第二層，內院是第三層，聖殿的地平是第四層。 

我們越往殿的裏面走，我們就越升高。……殿比街道總共

高出二十五階。……從街道到殿的地平……應當有十五肘高（以

西結書生命讀經，三○八至三○九頁）。 

信息選讀 

我們從臺階往前到兩根柱子。我們需要區別兩根柱子和殿

的門柱（結四一 21）。門柱是方的，而柱子是圓的。聖經記載

門柱的尺寸，卻沒有說到柱子的尺寸。以西結沒有告訴我們柱

子的尺寸，這事實指明柱子必定是無限量的。因此，這兩根柱

子表徵基督作神的見證人，用無限無量的力量背負神的家。 

我們經過了廊子，就來到外殿。外殿的門口寬十肘（2）。

第一個入口是廊子的入口，寬十四肘，但進入外殿這第二個入

口寬十肘。這指明我們越往裏面，路就越窄。我們將要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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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殿的入口甚至更窄，只有六肘。照四十一章二節看，外殿的

門兩旁每邊各五肘；有兩根門柱各五肘，指明在見證中負責任。 

在聖殿周圍的旁屋，越高就越寬。……旁屋越高就越寬，

這指明我們與主的關係越升高，我們在經歷中也變得越寬廣、

越豐富。 

聖屋是連接內院和外院的房屋。這些聖屋位於北面和南面

（四二 13）。……這裏的重點乃是，聖屋是祭司喫供物的地方。

我們已經看見，在外院鋪石地上的屋子是百姓喫供物的地方。

現在我們看見，聖屋是給祭司喫供物，並擺放、儲藏供物的地

方；也是他們擺放祭司衣服之處（14）。……在聖屋裏，人達

到屬靈經歷的最高峯。在聖屋裏生活就是在基督裏生活。在聖

屋裏喫供物就是喫基督，穿上聖衣就是穿戴基督使祂得彰顯。

由此我們看見，在聖屋這裏，我們在基督裏生活、享受基督並

彰顯基督。 

聖屋和旁屋一樣，都有三層（5～6）。聖屋與旁屋高度相等，

指明聖屋與基督的豐滿、彰顯相符。祭司享受基督、穿戴基督、

儲存基督並得著基督到一個地步，他們的聖屋與旁屋（表徵基

督的豐滿）一樣高（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一一至三一二、三

一四至三一五、三三○至三三二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二至二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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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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