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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上的聖殿和聖城 

讀經：結四七 13～20，四八 8～20、31～35，啓二一 12～13 

週 一 

壹 聖地豫表基督，聖地的結果乃是聖殿與聖城，聖殿與

聖城豫表召會（結四七 13，林前三 16～17）；召會是

享受基督豐富的結果（弗三 8）： 

一 當神所揀選的人有分於並享受基督的豐富時，這些豐富

就把他們構成召會；藉著召會，諸天界裏執政和掌權的

天使，就得知神萬般的智慧；因此，召會是基督一切所

是的智慧展示—10 節。 

二 美地是流奶與蜜之地，奶與蜜豫表基督的豐富；奶與蜜

都是兩種生命—動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結合而成的產

品—出三 8，參歌四 11： 

1 奶產自喫草的牛，蜜由蜜蜂採花蜜而成。 

2 奶與蜜表徵基督的豐富來自祂生命的兩方面—動物生

命所豫表祂爲著法理救贖之救贖的生命（約一 29），

以及植物生命所豫表祂爲著生機拯救之生產的生命

（十二 24）。 

3 因此，美地是寬闊之地，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在祂完滿

的救恩裏，包括祂法理的救贖與生機的拯救—參羅五

10。 

三 地的恢復，表徵對基督豐富之享受的恢復；基督自己是

不會喪失的，但我們在經歷中，卻會喪失基督（加五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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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一旦被恢復，殿和城就能在其上建造起來；迦南美地

是包羅萬有的基督完滿、完整、終結的豫表；基督乃是

三一神的具體化身（西二 9），實化爲包羅萬有賜生命的

靈（林前十五 45 下，林後三 17），作神子民分得的產業，

成爲他們的享受（西一 12，二 6～7，加三 14，參申八 7～

9）。 

五 以色列人藉著享受那地的豐富，就能建造聖殿作神在地

上的居所，並建造耶路撒冷城，將神的國建立在地上；

照樣，在基督裏的信徒藉著享受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

富，被建造爲基督的身體，召會，就是基督的豐滿，祂

的彰顯（弗一 22～23），也是神的居所（二 21～22，提

前三 15）與神的國（太十六 18～19，羅十四 17）。 

六 聖所，就是殿，乃是神的家，爲著祂的安息；城是神的

國，爲著祂的權柄；二者都豫表召會作神的家和神的國，

要終極完成於永遠裏的新耶路撒冷，爲著成就神永遠的

經綸—結四八 8、15，提前三 15，羅十四 17，啓二一 2～

3、22，二二 1、3、5。 

週 二 

貳 美地位於西面的地中海（結四七 15），與東面的死海

和約但河（18）之間： 

一 迦南地這塊高地（二十 40～42，三四 13～14，三七 22，

申三二 13）被水圍繞，指明美地是被死圍繞；因此，美

地豫表復活的基督，祂從死人中復起、被高舉；這也指

明對基督的享受與祂的死極有關係—必須是在祂死的範

圍、境界裏（參腓三 7～11）。 



                                   206 
 

第二十三週 • 綱目 

二 美地的北面沒有河爲界，乃有黑門山；黑門山是一座高

山，表徵諸天，神恩典之甘露從其降在豫表眾地方召會

的錫安山（詩一三三 3）；高起的美地和黑門山，表徵復

活的基督，祂已升到諸天之上。 

週 三 

叁 分地（結四八 1～35）所描繪的這幅圖畫顯示，在復興

的時候，從北邊的但（1），到南邊的迦得（27），所

有的以色列人都要享受基督，但他們與基督相距的遠

近是不同的： 

一 眾支派與基督相距的遠近，由他們的重要性所決定；最

重要的人是祭司，他們與基督最親近，並且他們維持百

姓與主之間的交通；利未人與主的遠近居次，他們維持

向主的事奉。 

二 然後是爲城作工的人，是第三等親近主的人，他們維持

神的行政；此外，還有王室和君王，以及君王的職分。 

三 祭司的交通、利未人的事奉、維持神行政的工作以及君

王的職分，都是出於地的豐富；按照屬靈的意義，這意

思是說，在召會中一切的交通、事奉、工作、行政、王

室的身分、爲主的權柄和君王的職分，都是出自對基督

豐富的享受。 

四 我們越享受基督，就越與祂親近；我們越與祂親近，我

們在祂的定旨上就越重要。 

五 最重要的是祭司和君王；按照新約的啓示，所有新約的

信徒都該操練作祭司和君王—彼前二 5、9，羅十五 16，

腓三 3，啓一 6，五 10，二十 6，二二 3 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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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四 

肆 城有十二個門（結四八 31～34，參啓二一 12～13），

其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這城必是耶路撒冷；

這城將是千年國的屬地部分，作復興的以色列與神的

居所；作爲這樣的住處，這城豫表召會中的得勝者，

並舊約中得勝的聖民，他們要成爲新耶路撒冷，在千

年國的屬天部分，也就是諸天之國的實現裏，作神與

得勝者相互的住處（參三 12）： 

一 門的數字是十二，由三乘四所組成，表徵神的聖城新耶

路撒冷，是三一神（三）與祂所造之人（四）的調和。 

二 十二這數字也表徵神行政上的絕對完全和永遠完整；這

指明新耶路撒冷不僅是神、人二性永遠的調和，也是出

於這調和而有的完全行政；這城要爲著神在永世裏完整

的行政管理，施行完滿的權柄—二二 1、3、5。 

伍 以色列的歷史是召會歷史完滿的豫表： 

一 以色列的歷史，開始於以色列在出埃及時團體的經歷逾

越節（出十二），並要繼續直到主的第二次來，那時以

色列要得復興，並要建造屬地的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 

二 召會的歷史也開始於逾越節，就是那被殺獻祭的基督（林

前五 7），並要繼續直到千年國，那時得勝的聖徒要成爲

屬天的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 

三 在一千年以後，屬天的耶路撒冷要擴大，成爲新天新地

裏的新耶路撒冷，包括一切來自以色列和召會的贖民，

作神的彰顯，並神和祂贖民在將來永遠裏相互的居所（參

但十二 1 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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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五 

陸 在以西結書末了，神在聖地上得著聖殿（四十～四四）

和聖城（四七～四八）： 

一 神住在殿內，也住在城中；在殿內，神與祂的百姓交通；

在城中，神在祂百姓中間掌權；這指明在殿裏並在城裏，

神已經從天降下，與人同住。 

二 殿和城豫表召會在今世作與神交通並爲神掌權的中心—

林前三 16～17，來十二 22～23： 

1 召會作爲殿和城，是在基督這美地裏；在作爲殿和城的

召會中，神得著祂的彰顯，神和祂的子民也彼此享受，

相互滿足。 

2 召會作神的殿和神的城，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直

到永遠—啓二一 3、22。 

週 六 

柒 『從那日起，這城的名字必稱爲耶和華的所在』（原

文，耶和華沙瑪）—結四八 35： 

一 新約的經綸開始於耶穌，耶和華救主以及神與我們同在

（太一 21、23），並結束於新耶路撒冷，『耶和華的所

在』以及『耶和華的城』，就是那偉大的我是的城（結

四八 35，賽六十 14）。 

二 耶和華是個人位，『所在』也是個人位；『耶和華的所

在』意卽耶和華在祂所救贖、重生、變化並榮化的三部

分人裏面，並且他們也在祂裏面—啓二一 3、22。 

三 因著是耶和華的『所在』，所以當人看見耶和華，就看

見我們，並且人看見我們，就看見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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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耶和華的所在』，事實上就是耶和華自己的同在，與

祂所救贖、重生、變化並榮化之三部分人聯結、調和並

合併在一起，成爲一個實體，就是偉大的團體神人；這

團體的神人乃是神與人相互的住處，就是神在人裏，人

在神裏的居所—3、22 節。 

五 藉著享受祂作恩典，作我們所享受的一切，宇宙中每一

樣正面的事物，都要爲神在我們身上所作成的，使祂與

我們成爲一個實體—新耶路撒冷這榮耀的城—而稱讚

神—弗一 6，啓二一 10～11： 

1 那時整個宇宙都要充滿對『亞』（耶和華之縮寫）的頌

讚；祂爲著自己的心愛美意，對我們所是的一切、在

我們身上正在作的一切以及將要爲我們作的一切，爲

這些我們要向祂感恩並敬拜而宣告說，『阿利路—亞，

讚美 亞，讚美 耶和華！』（十九 1 註 1） 

2 我們必須與作詩的人一同呼喊： 

a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 耶和華。阿利路亞！』—

詩一五○6 

b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從亙古直到永遠，是當受頌

讚的。願眾民都說，阿們。阿利路亞』—一○六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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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弗三 8   這恩典賜給了我……，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

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10  爲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

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出三 8  我下來要……領他們……上到美好、寬闊、流

奶與蜜之地……。 

使徒傳的不是道理，乃是基督的豐富。基督的豐富，就是基

督之於我們的所是，就如光、生命、義、聖等，以及祂爲我們

之所有，並祂爲我們所完成的、所達到的並所得著的。基督的

這些豐富，測不透也追不盡（聖經恢復本，弗三 8 註 3）。 

召會是從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產生的，如以弗所三章八節

所啓示。當神所揀選的人有分於並享受基督的豐富時，這些豐

富就把他們構成召會；藉著召會，諸天界裏執政和掌權的天使，

就得知神萬般的智慧。因此，召會是神對基督一切所是的智慧

展示（弗三 10 註 1）。 

奶與蜜乃是兩種生命—動物生命和植物生命—結合而成的

產品。奶產自喫草的牛，蜜由蜜蜂採花蜜而成。奶與蜜表徵基

督的豐富來自祂生命的兩方面—動物生命所豫表祂救贖的生命

（約一 29），以及植物生命所豫表祂生產的生命（十二 24）（出

三 8 註 2）。 

信息選讀 

我們需要……看一些有關聖地的事。離了地，就不能有

殿。……我們該知道，殿是在地上；沒有這地，就不能有殿。

殿（表徵召會）乃是地（表徵基督）的結果。因此，殿在於地。

我們若沒有對基督的經歷，就不可能有召會。召會乃是享受基

督豐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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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看見：要有建造的恢復，必須

先有地的恢復。地的恢復，表徵對基督享受的恢復。基督自己

是不會喪失的，但我們在經歷中，卻會喪失基督。當我們得救

時，我們接受了基督。然而不久之後，我們墮落離開，在經歷

中喪失了基督。地的恢復乃是恢復對基督之豐富的經歷。地一

旦被恢復，殿就能在其上建造起來（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八

四、三八六頁）。 

迦南美地是包羅萬有的基督完滿、完整、終結的豫表；基

督乃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西二 9），實化爲包羅萬有賜生命的

靈（林前十五 45，林後三 17），作神子民分得的產業，成爲他

們的享受。……申命記八章七至九節中美地的豐富，豫表基督

那追測不盡之豐富的不同方面（弗三 8），在祂的靈裏作祂信徒

全備的供應（腓一 19）。……以色列人藉著享受那地的豐富，

就能建造聖殿作神在地上的居所，並建造耶路撒冷城，將神的

國建立在地上。照樣，在基督裏的信徒藉著享受基督那追測不

盡的豐富，被建造爲基督的身體，召會，就是基督的豐滿，祂

的彰顯（弗一 22～23），也是神的居所（二 21～22，提前三 15）

與神的國（太十六 18～19，羅十四 17）。至終，神的居所與神

的國要終極完成於永世裏的新耶路撒冷，以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啓二一 1～3、22，二二 1、3）（聖經恢復本，申八 7 註 1）。 

聖所，就是殿，乃是神的家，爲著祂的安息；城（結四八

15）是神的國，爲著祂的權柄。二者都豫表召會作神的家和神

的國（提前三 15，羅十四 17），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啓

二一 2～3、22，二二 3、5）（結四八 8 註 2）。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2 
 

第二十三週 • 週二 

晨興餧養 

結四七 15 這地的境界乃是如此：北界從大海……到西達

達。 

   18 東界……就是約但河，你們要從北界量到東

海。這是東界。 

民三四 12 再下到約但河，通到鹽海爲止。這四圍的邊界

以內，要作你們的地。 

美地位於西面的地中海（結四七 15），與東面的死海和約

但河之間。迦南美地這塊高地（二十 40～42，三四 13～14，三七

22，申三二 13）被水圍繞，指明美地是被死圍繞。因此，美地

豫表復活的基督，祂從死人中復起、被高舉（參創一 9）。 

美地的北面沒有河爲界，乃有黑門山；黑門山是一座高山，

表徵諸天，甘露從其降下（詩一三三 3）（聖經恢復本，結四七

18 註 1）。 

美地上好的部分被二海（地中海與死海）一河（約但河）

所環繞。這二海一河都表徵基督的死。這指明對基督的享受與

祂的死極有關係。對基督的享受必須是在祂死的範圍、境界裏

（參腓三 7～11）。 

美地從兩邊毗鄰的水中升起，指明美地是上升、高舉之地。

這表徵復活並升天的基督，屬天的基督，祂在復活裏已進到我

們裏面（約二十 22），我們在祂的升天裏享受祂的豐富（弗二

6，西三 1～4）（民三四 12 註 1）。 

信息選讀 

以西結以特別而奇妙的方式，陳明美地的四界。他說西界

就是大海（四七 20）。這指明地中海的海岸是西界。以西結告

訴我們，東面也有海（18）。在東面的海不是大海，乃是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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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海以上是約但河，流自北面的另一個海，就是加利利海，

也就是提比哩亞海。另有一道河，就是埃及河，是美地的南界

（19）。 

美地的位置是介於西面的大海，和東面的死海之間；這是

很有意義的。……在死海裏，除了死甚麼都沒有；而在大海裏，

有表徵死的鹽水。不僅如此，按豫表說，約但河也表徵死。因

此，美地被死圍繞，但沒有被死淹沒。這使我們想起那在第三

日從死水露出來的地；因此，這表徵復活的基督。 

聖經中有些地方指明，迦南美地是一塊高地（申三二 13，

結二十 40～42，三四 13～15，三七 22）。美地是升起的地，豫

表基督從死人中被升起來，被高舉起來。因此，美地不是低地，

乃是高地。死海是在海平面以下數百呎，而錫安山是在海平面

以上數百呎。這表徵那豫表復活基督的美地，乃是一塊高地。 

美地的北面沒有河爲界，而是以黑門山爲界。根據詩篇一

百三十三篇，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這表徵恩典從天降在眾

地方召會。這塊高地與黑門山，表徵復活的基督已經升上高天。

現今不僅有復活，也有升天，因爲基督不僅是復活的基督，也

是升天的基督。祂遠高過死水，祂已升到黑門高山之上（以西

結書生命讀經，三八七至三八八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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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彼前二 5 〔你們〕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

成爲聖別的祭司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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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支派所分得的地，各自在地的特別部分，這是相當有意

義的。〔以西結四十八章〕這幅圖畫顯示，從北邊的但，到南

邊的迦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享受基督，但他們與基督相距

的遠近是不同的。最親近基督的是祭司。……其次是利未人，

和爲城作工的人。再其次是王室。因此，每一個支派都享受基

督，但他們與基督的距離有所不同。 

眾支派與基督相距的遠近，決定了他們的重要性。最重要

的人是祭司，他們與基督最親近，並且他們維持百姓與主之間

的交通。利未人與主的遠近居次，他們維持向主的事奉。事奉

主是好的，但不如交通好。事奉是必需的，但不如交通那麼珍

貴和寶貝。其次，爲城作工的人，是第三等親近主的人。城是

神聖行政的象徵，所以有維持神行政的工作。在此我們看見交

通、事奉和維持神聖行政的工作。此外，還有王室和君王，以

及君王的職分（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九二至三九三頁）。 

信息選讀 

以西結的記載指明，殿不在城內，乃是與城分開的。城表

徵神的行政，而殿表徵與神的交通。殿是神的家，神的居所，

爲著祂的安息；城是神的國，爲著祂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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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見這些事—祭司的交通、利未人的事奉、維持神行

政的工作以及君王的職分—都是出於地的豐富，這是非常重要

的。這意思是說，一切的交通、事奉、工作、行政、王室的身

分、爲主的權柄和君王的職分，都是出自對基督豐富的享受。 

我們越享受基督，就越與祂親近；我們越與祂親近，我們

在祂的定旨上就越重要。我們可能像但或迦得一樣，遠離祂的

同在，但我們仍然享受祂的豐富。然而，因著我們與祂之間的

距離，我們對祂的經綸並不是很重要。相反的，祭司是極其重

要的。他們的一分地，他們的部分，乃是主的居所。我們都該

渴望居於祭司的地位。我們不必擔心，誰要在但的地方。主會

顧到這事。 

我們該渴望並操練自己不僅作祭司，也作君王。啓示錄一

章六節說，主已使我們成爲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我們是

君王和祭司，命定要與主極爲親近。因此，我們不該滿足於像

但一樣，遠在美地的極北邊。我們必須是祭司，是撒督的子孫，

並且是君王，與主極其親近。在永遠裏，我們都是君王和祭司

（二十 6，二二 3 下～5）。我們要享受奶與蜜—基督一切的豐富。 

今天我們必須學習享受基督。不要太顧到教訓和恩賜，要

顧到基督的豐富。我們的定命不是教訓和恩賜；我們是被命定

來享受基督。所以，我們必須學習享受作爲美地之基督的豐富。

我們應當天天藉著喫、喝並吸入基督，而享受祂（以西結書生

命讀經，三九三至三九四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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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八 31 （城的各門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 

啓二一 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

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以西結四十八章三十至三十五節〕裏的城有十二個門，

其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這城必是耶路撒冷（參啓二一

12～13）。這城將是千年國的屬地部分，作復興的以色列與神的

居所。作爲這樣的住處，這城豫表召會中的得勝者，並舊約中

得勝的聖民，他們要成爲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國的屬天部分，

也就是諸天之國的實現裏，作神與得勝者相互的住處（見啓三

12 註 3）（聖經恢復本，結四八 31 註 1）。 

信息選讀 

以西結書和啓示錄都結束於一座城，耶路撒冷。在聖經裏

只有一座城，有十二個門，其上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這

城就是耶路撒冷城。 

因爲我們至終都要成爲新耶路撒冷，所以我們該把以西結

書中所題到的事應用到自己身上。這意思是說，我們不該把以

西結的話僅僅當作豫言。雖然以西結書包含許多豫言，但我們

該把這些記載主要的應用到自己身上。以西結書中的點不僅要

應用到將來，也要應用到現在。 

這座城有十二這個數字，十二不是由六乘二組成，乃是由

三乘四組成〔參啓二一 13〕。這數字是三乘四，因爲城的四面

各有三個門，總共有十二個門。我們必須記住，四是受造之物

的數字，三是三一神的數字。因此，十二表徵三一神與受造之

物的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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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終，這城不僅是一個調和，也是完全的行政和完整的管

理。在聖經裏，十二這數字也指明完全的行政，和完整的管理。

這城不僅是神、人二性的調和，也是出於這調和而有的完全行

政。這調和是直到永遠的。出於這調和的這城，要爲著神完整

的行政管理，施行完滿的權柄。 

今天召會應當像這樣。這意思是說，召會應當是神與人的

調和。出於這調和，應當有召會的行政，爲著神在地上的管理

（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九四至三九五頁）。 

以色列的歷史是召會歷史完滿的豫表。以色列的歷史，開

始於以色列在出埃及時團體的經歷逾越節（出十二），並要繼

續直到主的第二次來，那時以色列要得復興，並要建造屬地的

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召會的歷史也開始於逾越節，就是那

被殺獻祭的基督（林前五 7），並要繼續直到千年國，那時得勝

的聖徒要成爲屬天的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

在一千年以後，屬天的耶路撒冷要擴大，成爲新天新地裏的新

耶路撒冷，包括一切來自以色列和召會的贖民，作神的彰顯，

並神和祂贖民在將來永遠裏相互的居所（聖經恢復本，結四八

31 註 1）。 

〔按照但以理十二章一節，〕以色列民中，凡記錄在神生

命册上的，要從敵基督手中被救出來。基督回來建立國度時，

少數餘剩的猶太人，就是以色列餘民，……要看見基督從空中

降臨，並要悔改，接受祂而蒙拯救並得重生。……然而，因爲

他們是後期的信徒，他們不會有分於國度屬天的部分而作君王

和祭司，乃要留在地上，在千年國屬地的部分作神的祭司（賽

二 2～3，亞八 20～23）（但十二 1 註 3）。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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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結四八 31 （城的各門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

三門，……。 

   35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葦，從那日起，這城的名字

必稱爲耶和華的所在。 

啓二一 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爲城的

殿。 

〔在以西結四十八章三十至三十五節，〕這城有四面，每

面有三個門，這事實指明我們無論從那一面進城，都是在同一

座城內。不論我們從何門進入，我們都是一。在這城裏，我們

不能分裂。 

啓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一節給我們看見，在新耶路撒冷裏只

有一條街道。無論我們從那一方向來，無論我們從那一道門進

入，我們都在同一條街道上。在這條街道上，只有一個流，一

道河，只有一種飲料和一棵生命樹（二二 1～2）。在這城裏，我

們都是一。我們有一條街道，一道河，一個流，一種飲料，一

棵生命樹。在每一面，我們都是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九

五至三九六頁）。 

信息選讀 

以西結書以這樣的話作結束：『從那日起，這城的名字必

稱爲耶和華的所在。』（四八 35 下）（以西結書生命讀經，三

九六頁） 

在以西結書末了，神在聖地上得著聖殿（四十～四四）和聖

城（四七～四八）。神住在殿內，也住在城中。在殿內，神與祂

的百姓交通；在城中，神在祂百姓中間掌權。這指明在殿裏並

在城裏，神已經從天降下，與人同住。殿和城豫表召會在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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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與神交通並爲神掌權的中心（林前三 16～17，來十二 22～23）。

召會作爲殿和城，是在基督這美地裏；在作爲殿和城的召會中，

神得著祂的彰顯，神和祂的子民也彼此享受，相互滿足。召會

作神的殿和神的城，要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直到永遠（啓

二一 2～3、22）（聖經恢復本，結四八 35 註 1）。 

作神的居所，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直到永

遠。摩西所造的帳幕，就是這帳幕的豫表（出二五 8～9，利二六

11）。這豫表首先應驗在基督身上，祂是神的帳幕在人間（約

一 14）；至終要最完滿的應驗於新耶路撒冷，那將是基督的擴

大，作神的居所（啓二一 3 註 1）。 

在舊約裏，神的帳幕是神殿的前身。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帳

幕（啓二一 3），作神的殿。這指明在新天新地裏，神的殿要擴

大成爲一座城。城的尺寸，長寬高都相等（16），指明全城就

是至聖所，也就是內殿；所以城內沒有殿（啓二一 22 註 1）。 

〔啓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二節裏的殿，〕原文意內殿。主神全

能者和羔羊就是內殿；這表徵神和羔羊自己是我們事奉神並居

住的地方。聖城是神的帳幕，是爲給神居住；神和羔羊是殿，

是爲給蒙救贖的聖徒居住。在新天新地裏，新耶路撒冷乃是神

與人相互的居所，直到永遠（啓二一 22 註 2）。 

我們盼望這是眾地方召會的光景。今天在神的召會（祂的建

造）裏，祂有殿，就是祂的居所；祂也有城，爲著祂的管理。

這樣，召會就成爲與神交通，並爲著神掌權的中心。我們若對

基督作美地有充分的享受，就必定有這結果，就是殿與城。當

美地上有了殿與城，神就得著祂的彰顯；我們要享受神，神也

要享受我們；我們與神就有相互的滿足（以西結書生命讀經，

三九六頁）。 

參讀：以西結書生命讀經，第二十七篇。 
第二十三週 • 週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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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四八 35 ……從那日起，這城的名字必稱爲耶和華的所

在。 

啓十九 1 這些事以後，我聽見天上彷彿有大批的羣眾，

大聲說，阿利路亞！救恩、榮耀、能力，都屬

於我們的神。 

耶和華是神的另一個神聖名稱（創二 4），按字面的意思是

『那是祂所是的，所以是那永遠的我是』。這名稱主要的是指

那『自有永有的』。……作爲耶和華，祂乃是那已過是、現今

是並且以後永是的一位。啓示錄一章四節說到祂是『那今是昔

是以後永是的』。……無論我們所需要的是甚麼，祂都是。祂

是我們的拯救主，我們的救贖主，我們的看見，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才能，我們的光，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公義，我們的聖

別，也是我們的慈仁。祂對我們乃是成千的項目，因爲祂是一

切，並且在每一時刻祂都是。 

主耶穌是那偉大的我是。當兵丁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

來捉拿耶穌，並告訴祂，他們在找拿撒勒人耶穌時，祂對他們

說，『我是。』『我是』乃是耶和華的名。兵丁聽見了這名，

就退後，倒在地上（約十八 4～6）。耶穌這名的意思是耶和華救

主。耶穌就是耶和華。耶和華這名稱，指三一神不僅是永存的，

也是永是的一位；在舊約用了七千多次（神聖啓示的中心路線，

五至六、八頁）。 

信息選讀 

在舊約裏，耶和華的複合名稱當中，有一個是『耶和華沙瑪』

（Jehovah-shammah），意思是『耶和華的所在』，或『耶和華

同在』（結四八 35）。今天，耶和華的同在就是神自己作爲那

靈。那靈並非神以外的東西。神作爲那靈的同在，是爲著分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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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耶和華沙瑪』就是爲著分賜的神自己。以色列人在

曠野時，雲柱和火柱是一個表號，叫他們領悟神與他們同在，

藉此賜他們平安。不僅如此，他們眾人都知道何時該行動，因

爲當雲彩動了，他們都能看見。這豫表三一神與他們一同行動，

分賜祂自己給他們享受（聖言中所啓示的神聖三一，三二頁）。 

甚至新耶路撒冷，在啓示錄裏也不是新的項目。在以西結書

末了有一座城，有十二個門，這城稱爲『耶和華的所在』（四

八 30～35）。這座有十二個門的城，是一個舊的項目，在啓示錄

裏得著了更新和發展（二一 12～13）。你會發現在啓示錄裏，一

項又一項都不是新的，乃是已經題過之事的進一步發展。你也

許會感到希奇，甚至感到驚訝。但是若沒有這原則，你就無法

明白這卷奧祕的書（長老訓練第一册，一○一頁）。 

召會被建造，就有神的同在。啓示錄二十一章二十二節說，

在新耶路撒冷城裏，未見有殿，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我們知

道，在舊約時聖殿乃是耶路撒冷的中心。所以這裏神和羔羊作

殿，意思也就是說，神和羔羊自己成了城的中心。換一句話說，

就是神與這座城同在，這座城裏有神的同在。……在那裏有神

的建造，在那裏就有神的同在。……我們必須抓牢這一個原則，

神的同在，乃是一切問題的準則。無論你怎樣作，都必須留意

有沒有神的同在（神的建造，一一八至一一九頁）。 

〔詩篇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五十篇裏〕終極完成的讚美相當於

啓示錄末了的讚美。啓示錄十九章一節說，『阿利路亞！救恩、

榮耀、能力，都屬於我們的神。』這裏著者爲著神的救恩、榮

耀、能力讚美神。六節說，『阿利路亞！因爲主我們的神，全

能者，作王了。』（詩篇生命讀經，六二二頁） 

參讀：聖經的十條路線，第一篇；神聖啓示的中心路線，第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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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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