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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点 灯 

诗歌四百四十七首可说是诗歌本里关于神圣三一的绝顶之

作。这首歌的副歌说：“三一之神，作了我的一切！何等奇妙！

何等荣耀！神圣成分，我能取用不竭！何等高超！何等逍遥！”

据说，这首诗歌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李弟兄在洛杉矶带领“包

罗万有的基督”那次特会时所唱的。该诗歌是由中文译成英文，

也许是主的恢复到美国后所唱的第一首英文诗歌。 

对今天大多数基督徒而言，神圣的三一并不陌生。即使是

奈西亚信经，也相当着重神圣三一的事实。然而，大部分基督

徒都将神圣的三一仅仅当作神学研读的课题。我们不能说，他

们对神圣的三一毫无经历；但我们都能见证，乃是借着这分职

事，神圣的三一才得以向我们完全启示出来。主给我们看见，

神圣的三一是为着神的分赐，为着完成神的定旨；而分赐完全

与我们的经历有关。因这缘故，诗歌四百四十七首可说是已过

二千年来，关于三一神的启示与经历，境界最高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甚至是民数记六章里三重祝福的绝佳解明。在基督徒

团体里，圣徒们几乎都是诵唱诸如“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

主神”（诗歌第四首）这类的诗歌，以表达对三一神的崇敬。然

而，那些诗歌的意境无法与四百四十七首所陈明关于神圣三一

的启示和经历相比拟。我特别要鼓励年轻人起来追求并认识神

圣的三一；开头你们也许只是研读真理，但你们要借着职事的

帮助，从真理的层面往前进到对三一神丰富的经历里。 

祭司点灯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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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民数记八章关于点灯的事。在这之

前的第七章说到以色列十二支派为着敬拜神所献的供物

（1~88）。这章末了，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

见从见证柜的遮罪盖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向他说话的声音，

他就向耶和华说话（89）。这是上一篇信息说到的，相信我们

都已得着帮助，看见今天我们如何能有这样的经历。接着，我

们来到第八章，头四节说到点灯，乍看之下似乎这段话与上下

文没有什么关联。然而，请记得这次训练的主题、负担和亮光，

乃是关于神渴望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编组成军，与神一同前行，

并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与神一同争战。我们必须在这个光中来

看本篇信息所说点灯的事。点灯乃是一个圣职，唯有祭司才能

担负；平常人是没有资格进到帐幕的圣所点灯并烧香的。在神

眼中，那些正确、够资格事奉神的人，乃是圣别的祭司。他们

有点灯、烧香的权利和职责，并要负责照料圣所。 

帐幕、祭司体系和军队乃是一 

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这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因为见

证的柜放在帐幕里面（出三八 21，民一 50、53）。帐幕预表神

的建造。神永远的心意和定旨，乃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建造，

作祂的居所，或说，神要得着一个祂和祂子民相互的居所；这

居所要成为神在地上的彰显和见证。这个见证的帐幕该是神子

民的中心。 

按照出埃及记神圣记载的顺序，祭司体系和祭司职任的条

例（二七 20~二九 46），乃是插入于帐幕及其中器物的异象之

间。在旧约里，帐幕和祭司体系是分开的，先有帐幕，然后有

一班人作祭司在帐幕里事奉。到了新约，帐幕和祭司体系乃是

一体的两面。彼前二章五节说，我们“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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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别的祭司体系，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这指明属灵的殿和圣别的祭司体系，二者乃是一。 

神原初是命定以色列人作祭司的国度（出十九 6），神要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作祭司。然而，他们因为拜金牛犊（三二 1~6），

失去了祭司的职分；只有利未支派因着向神忠信，就蒙了拣选，

顶替全体以色列子民事奉神。利未人中，唯独亚伦家蒙召作为

祭司体系在帐幕里供职。这里我们看见，神原初的定旨是要得

着普遍的祭司职分，好使祂在帐幕里得着该有的事奉和敬拜。

到了民数记，神将以色列人编组成军；事实上，这个军队就是

祭司体系，而祭司体系也就是帐幕。在今天新约时代，军队、

祭司体系和帐幕乃是一。我们在前面的信息看见，祭司的事奉

在神看来是服兵役，是军队的事奉（民四 3）。祭司不仅作一些

事奉的事，事实上他们乃是在争战。因此，今天神的军队乃是

祭司军队，祭司、帐幕和军队乃是相联且密不可分的。 

在祭司体系的事奉和神军队的组成上， 
点灯是非常重要的 

出埃及记在关于灯台和点灯的记载（二七 20~21）之后，

随即说到祭司的衣服（二八 1~43）。摩西乃是从这里开始说到

祭司体系（1）。祭司的衣服，就是祭司所穿戴的，是祭司资格

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民数记七章末了，摩西已经进到至圣所，为何在八章开

头又退回到圣所，讲到点灯的事？我们必须看见，点灯乃是为

着祭司在帐幕里的事奉；点灯对于祭司的事奉是非常重要的。

若没有点灯，帐幕里面就是黑暗的，因为帐幕没有窗户。这说

出神所造天然的光在帐幕里没有地位；任何人造的光，从人的

源头出来的光，在帐幕里也没有地位。神的圣所唯独是由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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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所照亮的。在至圣所里，甚至不需要灯台的光，因为那里

有神的荣光。神自己就是光（约壹一 5）。基督是世界的光（约

八 12，九 5），真光就是三一神自己（一 9）。然而在圣所里，

祭司需要那从灯台的七盏灯所照耀出来的光，好使他们能事奉、

行动并作事。因此，在民数记八章一至四节，神专特地指示亚

伦要点灯。无论对于帐幕里的生活、祭司体系的事奉或神军队

的组成，点灯都是非常重要的。本篇信息的负担不在于灯台及

其解释，乃要着重地说到点灯，也就是说到我们对光的需要。

因着需要光，我们就需要点灯。我们也需要有正确的祭司体系，

就是一班够资格来整理、维持这光的祭司。祭司要把灯盏放上，

使灯向灯台前面发光（民八 2~3），并且从晚上到早晨，祭司要

在神面前整理这灯（出二七 21），灯光不可以熄灭。这是神所

吩咐点灯的律例。如果灯台的灯熄灭了，那是相当严肃的事。

灯台的七盏灯要一直不断地照亮，说出神的见证必须满了光，

也就是神的子民必须满了光。 

光的六项功用 

在此我们要先指出光的六项功用。第一，光是为着照明。

光一照耀，就把一切照亮，并驱除黑暗。光所作的第一件事，

就是使事物明亮。 

第二，光能辨明。光能把事情厘清，叫事情变得确定和明

朗，使人能辨别分明。 

第三，光能渗透。光的渗透在消极一面能把消极的东西暴

露出来。黑暗的事物无法在光中存在；随着光的暴露就有审判。

当我们在黑暗的房间里，也许以为房间很干净；只要把灯打开，

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垃圾，只因先前没有光，所以看不见脏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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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光的渗透在积极一面也有灌注、浸透的作用，如同辐射

线在医学上的作用。 

第四，光能规律。这意思是，光指引、引导、调整并管治

人的方向。如果没有光，人就随意而行。实验证明，人在黑暗

里无法沿直线往前，只会绕着圈子走。没有光就没有规律，人

就失去往前的指引。 

第五，光能管理。看看新耶路撒冷的图画：在城内有宝座，

不需要灯光、日光和月光，意即不需要任何人造的光和天然的

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二二 1、5，

二一 23）。神从宝座照耀出来，使整个新宇宙充满光。光在新

耶路撒冷里执掌行政，管理并运作一切。今天在召会生活里，

神乃是借着光施行管治；越有光的照耀，就越有神的管治。召

会的情形若是黑暗的，就表明黑暗的权势正在管治。今天神要

以祂自己的管治，顶替黑暗权势的管治；神是借着祂自己作光

施行管治。 

第六，光推动人。人在黑暗里会觉得下沉、忧郁，得不到

激励和推动。但人在明亮的情形下，就会受刺激兴奋起来，得

着加力，采取行动。这对军队是非常必要的。没有人愿意参加

一支没有动力的军队；人都愿意在一支满有动力、往前行进的

军队里。 

在民数记八章，会幕的许多细节没有提到， 

神却专特地指示亚伦要整理灯台的灯 

在民数记八章，会幕的许多细节没有提到，神却专特地指

示亚伦要整理灯台的灯（1~4）。所以我们要注意点灯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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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数记七章，以色列十二支派奉献，并神说话之后， 
神告诉摩西要点灯；八章一至二节说，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放上灯盏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在民数记七章，以色列十二支派奉献，并神说话之后，神

告诉摩西要点灯；八章一至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

放上灯盏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光就是一切。

到了八章，一切都预备好了，以色列人中间的玷污已经得洁净，

他们也许了拿细耳人的愿，甚至蒙神祝福（五~六），军队快要

拔营起行。就在此时，摩西说要点灯，让七盏灯都向灯台前面

发光。 

七盏灯表征七灵，向灯台前面发光，朝着帐幕的中间照耀； 

因此，灯的照耀是在正确的方向，以便事奉并行动； 

从这里起，神的百姓能开始对祂有属灵的事奉 

七盏灯表征七灵（启四 5），向灯台前面发光，朝着帐幕

的中间照耀；因此，灯的照耀是在正确的方向，以便事奉并行

动；从这里起，神的百姓能开始对祂有属灵的事奉。一个人也

许说自己是祭司，有正确的衣着，正确的奉献，并且被圣别；

但灯若没有点亮，祭司就无法事奉。祭司无法在黑暗里事奉。

祭司在黑暗里甚至无法行动，因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可能祭

司一动，就把帐幕里的器具打翻。祭司体系要有属灵的事奉，

首先必须有光。 

这对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是很重要的。我们也许准备好要

事奉，也愿意事奉，但召会的光景若没有光，我们就不知道自

己在作什么。有些召会的确有一些事奉和某种工作；然而人到

了那里，就觉得那里是黑暗的，所有的事奉和工作似乎是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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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里作的。这样的情形是错误的，至终必会产生难处。我们的

事奉和行动必须有光；有了光，才有正确的环境和光景，使我

们能在其中正确地事奉神。 

点灯专一的用意乃是为着奉献、争战和行动； 

奉献、争战和行动都需要光 

点灯专一的用意乃是为着奉献、争战和行动；奉献、争战

和行动都需要光。奉献、争战和行动都是祭司军队的工作，这

一切都需要光。今天在众召会里，需要更多的光。在召会生活

的每一方面，都需要光。一处召会越有光，越明亮，越有神的

照耀，那里的事奉和争战就越正确，建造的工作也才能够进行。 

以色列人若没有光的照耀，就无法行动，更无法 
为神争战；所以，当他们一有所奉献给神 

（如民数记七章所见的），立刻就点灯，好让光照耀 

以色列人若没有光的照耀，就无法行动，更无法为神争战；

所以，当他们一有所奉献给神（如民数记七章所见的），立刻

就点灯，好让光照耀。只有神是神圣之光的源头，我们都不是。

这里说到需要祭司点灯；这是祭司的职责。我们在众召会里作

祭司，我们的工作和职责就是要保持灯台发光，让圣所里的光

一直照亮。在召会生活中，你我若看自己是祭司，就需要善尽

这圣别的职责，让圣所里有光。 

当神的子民有所奉献给神，神就能在他们中间照亮， 
他们就有了光；神的子民要成为神的军队， 

必须先有光，才能争战、行路并事奉 

当神的子民有所奉献给神，神就能在他们中间照亮，他们

就有了光；神的子民要成为神的军队，必须先有光，才能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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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并事奉（参罗十三 12、14）。若没有光，我们只能跌跌撞

撞，彼此碰撞，产生种种难处。这里的行路指我们的生活。罗

马十三章说到基督徒的争战。十二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这是指主快要再来。因此，我们当脱去黑暗的行为，穿上光的

兵器。十四节说，“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

放纵私欲。”穿上光的兵器，就是穿上基督的各方面，使我们能

活出基督，而与肉体及其私欲争战。这是属灵争战其中的一面。 

灯台的光是根据祭司事奉的强弱 

灯台的光是根据祭司事奉的强弱。这是很重要的原则。圣

所里有灯台，但灯台不像今天的电灯，只要把开关打开，灯就

发亮。圣所里的灯是油灯，需要持续地加油，好使灯能一直点

着。有时候灯光会变暗，甚至接近熄灭。圣所里的光在量和质

上有多少，在于祭司事奉的强弱。我们都是祭司，需要在召会

生活中有祭司的事奉，并且我们的祭司事奉需要得着加强。 

在撒母耳记上，神的灯就要灭了， 
因为祭司以利软弱堕落了 

在撒母耳记上，神的灯就要灭了，因为祭司以利软弱堕落

了（三 3）。以利和他儿子们软弱堕落，那时撒母耳还是个童子，

已经在以利面前事奉神（1 上）。当撒母耳听见神的呼唤，以利

却听不见（4~8）。作祭司的以利竟然听不见神的说话。那时“神

的灯还没有熄灭”（3）。神的灯没有熄灭是指什么？如果有人问：

“你所在的召会如何？”你回答说，“哦，灯还没有熄灭，我们还

没有关门。”你若这样形容召会，必定表示召会的光景很糟糕。

在撒母耳记上的情形，就是神的见证衰微，帐幕里的灯快要熄

灭了。这正是撒狄召会的光景（启三 1~2）。他们按名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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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是死的（1），就是将死的。我绝不愿意用“将死”这辞形容

我所在的召会。但愿在主恢复中所有的地方召会，不论人数多

寡，都是发光、照耀的，没有灯快要熄灭的情形。 

地方召会的光不可能明亮， 
除非我们尽祭司的职分，来烧香点灯 

地方召会的光不可能明亮，除非我们尽祭司的职分，来烧

香点灯（出二五 37，二七 20~21，三十 7~8，徒六 4，林前十

四 24~25）。这里必须有人的合作，尽祭司的职分烧香点灯。

祭司在圣所里有两面的工作，就是烧香和点灯。每逢祭司点灯

的时候，他们就烧香。烧香是指代求的祷告，在这祷告中加上

基督的美德，让祷告上升到神面前。祭司的祷告、召会的祷告、

众圣徒的祷告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随着点灯，还必须烧香。 

祭司的职责就是要保守灯发亮。为此，在消极方面要剪去

烧焦的灯芯，在积极方面，要持续地供应油。我们在召会里事

奉主，都要被兴起来作真正的祭司，保守灯发亮。我们要对付

所有老旧的东西、天然、旧人，清理烧焦的灯芯。此外，我们

还需要油，就是那灵。我们需要被那灵充满，好使我们得加强，

能维持灯发亮。无论我们个人一面，或是召会生活团体一面，

都该如此。 

出埃及三十章七至八节说，“亚伦要在坛上烧馨香的香；每

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他点灯的时候，也要烧

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在耶和华面前常烧的香。”每天早晨，我们

要再一次整理、收拾灯；灯不会自己不断发亮。每天早晨我们

与主同在时，不该仅仅是作晨兴这件事，我们更需要花时间，

再一次收拾灯，让主修剪所有烧焦的灯芯，并以祂的灵充满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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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传六章四节说，“但我们要坚定持续地祷告，并尽话语的

职事。”烧香是指祷告，点灯则是联于神的话语。诗篇一百一十

九篇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130）神是光，基

督也是光。今天神乃是借着祂的话向我们发出亮光。所以我们

需要神的话；基于并联于这话，就有光发出。此外，光是从灯

发出，而灯乃指灵；灯的照耀不是来自死的圣经字句，乃是来

自“灵话”（Spirit-word）（参弗六 17—那灵就是神的话）。话的

素质乃是灵，话里的实际就是灵。当我们将灵与话调和，话就

成为活的，不再仅仅是字句。“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

（林后三 6）那灵叫人活，就是赐人生命，进而产生光。 

我们要祷告神的话，将话与灵调和。神的话是神的呼出（提

后三 16），我们需要用灵划擦这些话，使神的话对我们成为气，

成为灵。如此，这“灵话”才能有功效，并发出亮光。当我们在主

的面光中多方祷告主的话时，话就在我们里面发光照亮。有时

在早晨，甚至只需要停留在一处经节或一个短句、字辞，话就

在那里发光照亮。 

圣徒早晨读《晨兴圣言》，不该只从其中找出一些要点来

为着预备申言；那不是首要的事。我们第一件该作的事，乃是

要祷告这些话，用我们的灵将话与灵调和。当我们认真这样实

行，并且作得又深又活，就有光照射出来。这光会有前面所提

到的种种功用；这光会带来审判，将烧焦的灯芯剪掉。一整天

之久，我们会经历这光所产生的功效。 

在召会的祷告聚会中，有时我们只是简单地祷读再祷读，

光就在那里照耀。不论我们献上什么祷告，都满了光。我们所

献的香，乃是在光之下。今天在一些地方召会里，光不够强；

并非完全没有光，但是光不够强。这是因为祭司的事奉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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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花在主面前的时间、被主充满浸透的时间不够，以致

我们没有活出主。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我们要将话与灵调和。 

民数记七章结束于神在会幕里说话， 
八章开始于神继续的说话，说到点灯，使灯发光 

民数记七章结束于神在会幕里说话，八章开始于神继续的

说话，说到点灯，使灯发光（七 89~八 3）。 

这顺序指明每当神的话语来了，神的子民就得着光； 

因此，在祭司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 

圣所里的灯快要熄灭 

这顺序指明每当神的话语来了，神的子民就得着光；因此，

在祭司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圣所里的灯快要熄灭

（撒上三 1~3，参诗一一九 105、130）。那里有主的话，神的

子民就有光。今天在召会生活里，我们需要神的话。我们不能

过一种话语微弱的召会生活。不仅在申言聚会中，甚至在召会

生活的任何聚会、任何情形里，都必须有够强的话语。当话语

借着祷告供应出来，就会发出亮光。 

圣徒们都在实行家聚会、排聚会。然而，有些聚会可能没

有这篇信息所说的光，反而只有天然的光，甚至是人造的光。

我们不该在聚会里讨论哲学思想、政治理念，或者发表自己对

人生的种种看法；我们的聚会应当让光照亮。这不是说，我们

所有的聚会都要释放信息。我们若是正确的祭司，满有灵并带

着话，满了“灵话”，就会把光带到聚会里。如此，我们也许简短

讲说几句，或回答问题，或根据所唱诗歌的某一节作简短分享，

我们一开口，光就在聚会里照耀。 

为着照顾新人，我们的确需要有人性，知道如何与新人谈

话，如何与他们相处；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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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将许多生涩的“真理”灌输给新人，但我们若运用灵，满有灵，

即使是短短的分享，都会带着光。聚会需要光，召会需要光；

如此，人一进到聚会里，就看见光，得着光的照耀。这照耀会

带来审判，也带来灌注，就是神的同在。当有不信的人进来，

听见我们申言，就觉得被众人审断。他心里会有一种显明，以

致他面伏于地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林前十四 24~25）因

为这里满了光，许多人说了神活的话，人心里的隐情就显露出

来。人要承认神真是在我们中间，因为这里有光。不论是家中

聚会、申言聚会，都必须满了光。为此，我们该是争战的祭司

体系。 

在撒上三章我们看见，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

常有异象，以利眼目已经昏花，不能看见，甚至圣所里的灯快

要熄灭了（1~3）。因着祭司体系的堕落，神似乎不存在了；以

利不再听见神新鲜的说话，也不再看见异象。神的子民因着没

有异象，而活在黑暗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二九 18）。

我们都必须儆醒，免得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稀少，以致我们没

有异象，而活在黑暗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告诉我

们：“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一百三十节说，“你

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蒙人通达。”许多时候，我们

在聚会里都在等待，或巴望有人能用一分钟的话，将灯点亮；

若有人如此行，我们就会赞叹：“赞美主，这个聚会真好！”可惜，

我们的聚会经常不是这样。我们都必须有负担作点灯的人；当

我们一开口，聚会中就有灯光照亮。 

召会中有神的说话时，神子民中间的光才明亮的照耀； 

事奉的祭司借着灯台的光，就能事奉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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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中有神的说话时，神子民中间的光才明亮地照耀；事

奉的祭司借着灯台的光，就能事奉并行动（参玛二 7）。即使我

们是祭司，但召会里若没有光，我们根本无法事奉并行动。 

不仅如此，七盏灯的光都朝同一方向照亮， 

表征各人在基督身体里的职事虽有不同，但方向一致， 

他们的职事乃是一个职事 

不仅如此，七盏灯的光都朝同一方向照亮，表征各人在基

督身体里的职事虽有不同，但方向一致，他们的职事乃是一个

职事（西四 17，提后四 5，徒二十 24）。虽然基督的身体里有

许多肢体，召会中有许多祭司在事奉供职，但所有事奉的方向

都该是一致的。我们若在聚会里学习朝同一个方向交通，说同

一个重点，众人说话如同一人，这对与会的众人，甚至来访的

人，都会满了征服力。 

譬如，保罗有保罗的职事，彼得有彼得的职事， 

约翰有约翰的职事，但他们的方向都是向着基督； 

他们一同为基督作见证；他们的光是从基督照耀出来， 

也是向着基督照耀；因此，他们的职事乃是一 

譬如，保罗有保罗的职事，彼得有彼得的职事，约翰有约

翰的职事，但他们的方向都是向着基督；他们一同为基督作见

证；他们的光是从基督照耀出来，也是向着基督照耀；因此，

他们的职事乃是一。我年轻时，总是很怕在聚会里站起来说话。

每次我一站起来，就忘记自己要讲什么。有一天，我把这个难

处带到一位年长弟兄面前，请他给我帮助。他问我：“当你说话

时，是向着谁说话？”我说，“我向着圣徒们说话。”他说，“这就

是你的难处。你站起来说话时，应当是向着基督有所献上。”这

位弟兄的回答给我很大的帮助。当使徒们说话时，不是仅仅向



                                   182 
 

着人说话，乃是向着基督说话。虽然他们是在供职，但他们乃

是为基督作见证。他们的光是从基督照耀出来，也是向着基督

照耀。这就是召会所需要作的。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油 

拿来给你，为点灯用，使灯常常点着。 

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孙， 

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 

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捣成的纯橄榄油拿来给你，为点灯

用，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见证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子

孙，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

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出二七 20~21）。这里说到“世世代代

永远的定例”，意思是指点灯的事不该停止。不论召会存在多久，

金灯台的灯世世代代都需要有人整理，不能中断；这灯就是耶

稣的见证。 

橄榄树表征基督，捣成的橄榄油 
表征基督的灵，借着基督经过成为肉体、 
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产生出来 

橄榄树表征基督（参罗十一 17、24），捣成的橄榄油表征

基督的灵，借着基督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复

活的过程产生出来（参约一 14，林前十五 45 下）。 

使灯常常点着，直译，使灯（光）上升 

使灯常常点着，直译，使灯（光）上升。灯乃是主的话。

我们不该把灯放在斗底下，乃要放在灯台上（太五 15），使灯

光能够上升。我们众人在各召会里，都必须使灯光上升。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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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聚会里，就要让灯光再一次上升。圣徒们来在一起作祭司，

使灯光上升，这个聚会就能使神和人同得满足。 

那表征基督作三一神具体化身的灯台，是用纯金作成（出

二五 31），但焚烧发光的灯芯是用植物的生命作成；灯芯要燃

烧发出光来，就必须被油浸透。灯芯表征基督拔高的人性，因

神圣的油而焚烧，照出神圣的光。这灯芯是好的，且是新鲜的，

表征基督拔高的人性；这神圣的油乃是指那灵。我们需要这两

样，叫我们的人性被神性所浸透，使灯能够点亮，好让光能从

我们照耀出来。 

帐幕作为会幕，就是神与祂的赎民相会， 
并向他们说话的地方，乃是预表召会的聚会 

帐幕作为会幕，就是神与祂的赎民相会，并向他们说话的

地方（利一 1），乃是预表召会的聚会。神说话的地方称作会幕，

那是神出口的地方。我们不要藐视召会的聚会，因为这是点灯

的地方，是见证基督的地方。 

因此，按预表，点灯是指正确的聚会方式；在召会聚会中

所作的每件事，无论是祷告、唱诗、赞美或申言，都该使灯照

耀；这就是在神的圣所里点灯，好使亮光把黑暗吞灭（参约一 5，

腓二 15~16 上，弗五 8~9）。我们越祷告应当越明亮。然而，

有些圣徒越祷告却越黑暗，因为那是从天然心思发出的祷告。

有人只是跟着别人摇摇摆摆地唱诗，不但没有光，甚至带来黑

暗。无论是擘饼聚会中的赞美，或是众人一个一个地申言，都

要点灯，都要发光。若是我们在聚会中作的每件事都将灯点亮，

黑暗就会被吞灭。 

在见证前（出二七 21，原文无“柜”字），意即在幔子后约

柜里的律法前。神子民的聚会大部分是在圣所里，不是在至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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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里；然而，我们在圣所里聚会，乃是期望进入至圣所。每次

聚会不仅该开始于圣所，且该结束于至圣所；那才是成功的聚

会。 

灯光使我们能看见基督不同的方面（由圣所里的各项器物

所表征），也看见通往至圣所，就是进入在神里面之基督深处

的路（参林前二 9~10）。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来十 19），就是进入神同在和说话的地方；在灯台这里有

指引、指示、调整，将我们指向那进入在神里面之基督深处的

路。如果没有光，我们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在聚会里，如果

没有话语发出亮光，圣徒们就不知如何往前。每当我们聚在一

起，从主得着新鲜的指引，就是得着光，我们就被重新调整，

得以继续奔跑赛程，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入在神里面之基督的

深处。 

点灯的圣职，是圣别之人（祭司）的事奉， 
不是平常人的事奉 

点灯的圣职，是圣别之人（祭司）的事奉，不是平常人的

事奉。平常人不能有分于点灯。 

按照整本圣经，祭司是被神据有、被神充满、被神浸透、

且绝对为神而活的人；不仅如此，祭司必须穿祭司的衣服（出

二八 2），这衣服表征祭司体系所活出的基督。要作真正的祭司，

需要付代价。作祭司不是表演，乃在于被主据有，被主充满，

被主浸透，也在于绝对向着主而活，更在于穿上祂。出埃及记

说到灯台和点灯之后（二七 20~21），随即说到祭司的衣服，

为荣耀为华美。我们即使在私下的个人生活里，穿祭司的衣服

仍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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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所里点灯，需要这种人的事奉（参彼前二 5、9，启一

6）；需要圣别和君尊的祭司体系，就是真正属灵的祭司体系。 

圣所里的光不是天然的光，也不是人造的光， 
乃是从金灯台，就是从基督神圣性情而来的光 

圣所里的光不是天然的光，也不是人造的光，乃是从金灯

台，就是从基督神圣性情而来的光。金灯台在此着重指神圣的

性情，支撑着灯，使其能发光。 

我们要在召会聚会中经历真正的点灯，就必须 
有基督这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作灯台，有神圣的性情 
作金，有基督拔高的人性作灯芯，且有基督的灵 

带着基督所经过之过程的一切步骤作油，我们也必须 
是圣别的人作祭司，穿着基督的彰显为祭司的衣服 

我们要在召会聚会中经历真正的点灯，就必须有基督这三

一神的具体化身作灯台，有神圣的性情作金，有基督拔高的人

性作灯芯，且有基督的灵带着基督所经过之过程的一切步骤作

油，我们也必须是圣别的人作祭司，穿着基督的彰显为祭司的

衣服。要成为神的军队，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无法装假，

因为迟早都会展现出来。我们来聚会乃是展览我们的为人、我

们的情形以及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如果我们要点灯，就必须料

理基督的各方面，包括灯台、灯芯、油以及祭司衣服所表征的。

我们不仅要明白这些关于基督的预表，更必须每天经历基督一

切的丰富。这样，我们来聚会，就会成为点灯的人，并且和其

他祭司一起点灯；如此，我们就能成为神争战的军队。 

从晚上到早晨，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 



                                   186 
 

从晚上到早晨，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整理这灯。在出埃及

二十七章二十一节里没有说到白天；现今的世代是黑夜，不是

白昼。因此，在这黑夜的世代，我们需要灯光照耀，直等到天

发亮（参罗十三 12，彼后一 19）。 

金灯台的七灯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灵， 

就是七盏火灯在神宝座前点着 

金灯台的七灯就是神宝座前的七灵，就是七盏火灯在神宝

座前点着（启一 4，四 5）。在宇宙中，神有一行政中心，神的

行政中心就是祂的宝座。神从祂的宝座管理并行动，以执行祂

永远的政策。神宝座前点着的七盏火灯，表明这七盏灯对于神

的行政、经纶和行动，有绝对的关系。七灵不仅叫我们活，更

是在宝座前，为着神在宇宙中、在地上的行政，在今世执行祂

的经纶。 

我们要认识神的行政和经纶， 

就必须有金灯台七盏照耀并照明之灯的光 

我们要认识神的行政和经纶，就必须有金灯台七盏照耀并

照明之灯的光。天然的光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经纶、行政和

永远的定旨（二一 23、25，二二 5 上）。唯有神圣的光能照亮

我们，使我们认识神的经纶、行政和永远的定旨。我们必须得

着这光，让这光照亮，使我们认识神的经纶。 

灯台的光就是那预表召会之圣所的光。这是圣所的光，就

是召会聚会的光。我们一进到召会的范围内，就马上清楚，我

们就懂得神永远的定旨、神的心意和神的经纶，也懂得应该在

哪一条路上走前头的路程，以达到神的目标。在神的圣所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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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灵里并在召会中），我们得着神圣的启示，并得着一切

问题的说明（诗七三 16~17）。 

有时你不了解自己的情形，也不知该往哪里去；你有许多

问题。然而，当你一进到聚会中，唱唱诗歌，虽然所唱的好像

与你的问题无关，但是灯光照亮了。你虽然没有寻求，却是清

楚了；这不是心理作用。这正是诗篇作者所说的：“我思索要明

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我才看清他们的

结局。”（七三 16~17）有时你连自己的问题是什么都不晓得，

然而你一得着圣所的光，一切就都明朗了。 

按照启示录四章， 

七盏点着的火灯着重在神行政的行动 

按照启示录四章，七盏点着的火灯着重在神行政的行动。

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凭着宝座前焚烧的七灵来执行祂的使

命，主宰地支配世界局势，使环境适合神所拣选的人接受祂的

救恩（徒五 31，参十七 26~27，约十七 2，代下十六 9）。神

一切的行动，包括传福音、释放真理的话，以得着祂所拣选的

人并拯救人，都是祂行政的行动。为此，需要七灵作耶和华的

七眼，奉差遣往全地去，遍巡全地，以施行神的行政。所以我

们需要点灯，使神的行政能借着召会执行出来。 

焚烧之七灵的火焰审判、洁净并炼净召会，要产生金灯台。

七盏火灯的焚烧，不仅是为着照耀并焚烧，也是为着推动我们

起来采取行动，以完成神的经纶（但十一 32 下）。我们是否预

备好起来争战，与神一同前行？若是如此，灯就必须发光。这

不该是微弱的灯光，乃该是火灯所发出极强的光。但愿今天在

主的恢复里有极强烈的光。（M.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