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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神的榮耀回到神的殿中 

讀經：結九3，十19，十一23，四三1～7，弗三21，啓二一10～11 

結9: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祂將那身穿細麻衣、腰間帶着書

記墨盒子的人召來。 
結10: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舉起翅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旁邊。他們停在耶和華殿

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 
結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結43:1 以後，祂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 
結43: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方的路而來，祂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祂的榮耀發光。 
結43:3 其狀如同我所見過的異象，就是如同祂來滅城時我所見的異象；那異象如同我在迦巴魯河邊

所見的異象；我就面伏於地。 
結43: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進入殿中。 
結43:5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正當那時，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結43:6 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對我說話，有一人站在我旁邊。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以色列人中

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他們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

首，玷污我的聖名。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啓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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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壹 神是榮耀的神，家（殿）的神—徒七2，創三五7： 
徒7:2 司提反說，諸位，弟兄父老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

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創35:7 他在那裏築了一座壇，並且稱那地方爲伊勒伯特利，因爲當他逃避他哥哥的時候，神

在那裏向他啓示祂自己。 

一 榮耀的神向亞伯拉罕顯現並呼召他、吸引他，使他能跟從神；同樣的原則，神也用祂

看不見的榮耀，呼召新約的信徒—徒七2，彼後一3。 
徒7:2 司提反說，諸位，弟兄父老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

哈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彼後1:3 神的神能，藉着我們充分認識那用祂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已將一切關

於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二 榮耀的父是藉著許多兒子所彰顯的神—弗一17，來二10：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

識祂； 
來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爲着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就藉着

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1 『父』這名稱含示重生，『榮耀』這辭含示彰顯。 

2 『榮耀的父』這名稱含示重生和彰顯；我們已經由神重生，是祂的彰顯—約一12～
13，帖前二12，帖後一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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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爲神的兒女。 
約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

從神生的。 
帖前2:12 要叫你們行事爲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帖後1:10 那些不順從祂福音的人要受刑罰，就是永遠沉淪，離開主的面，並離開祂力量

的榮耀。 
帖後1:12 照着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的恩，使我們主耶穌的名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

也在祂裏面得榮耀。 

三 創世記三十五章七節有一個新的神聖名稱—『伊勒伯特利』，神家的神： 
創35:7 他在那裏築了一座壇，並且稱那地方爲伊勒伯特利，因爲當他逃避他哥哥的時

候，神在那裏向他啓示祂自己。 

1 在這一章之前，神是個人的神；在這裏，祂不再只是個人的神，乃是伊勒伯特利，

就是團體身體的神，神家的神。 

2 伯特利表徵團體的生活，就是基督的身體；因此，雅各稱神爲伯特利的神時，就從

個人的經歷往前到團體的經歷—林前十二12。 

林前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體，基督也是這樣。 

四 榮耀是神的彰顯，建造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因此，神的榮耀和神的建造是並行的，

因爲召會作爲神的建造，乃是神團體的彰顯—出四十34～38，王上八10～11，啓二一

10～11，弗三19、21，提前三15～16。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40:35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爲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40:36 在以色列人所有的行程中，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他們就起程； 
出40:37 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的日子。 
出40:38 日間有耶和華的雲彩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顯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

們一切的行程中，都是這樣。 
王上8:10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 
王上8:11 因着那雲的緣故，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爲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的殿。 
啓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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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 
提前3:16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這是眾所公認的，就是：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靈

裏，被天使看見，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裏。 

貳 在以西結四十三章一至七節，神的榮耀回到殿中： 
結43:1 以後，祂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 
結43: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方的路而來，祂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祂的榮耀發光。 
結43:3 其狀如同我所見過的異象，就是如同祂來滅城時我所見的異象；那異象如同我在迦巴

魯河邊所見的異象；我就面伏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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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43: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進入殿中。 
結43:5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正當那時，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結43:6 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對我說話，有一人站在我旁邊。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以色列

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他們君王葬埋

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一 我們必須看見神渴望在地上得著之居所的異象，並領悟神的目標乃是建造—四十4，四

三10～11，太十六18，弗二21～22，四16，啓二一2。 
結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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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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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人子阿，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殿的

尺寸。 
結43:11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設計、佈置、出入之處、全部的設

計和一切的定例，就是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下

來，使他們謹遵殿的全部設計和一切定例去作。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弗2: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弗2:22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

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

來。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

候丈夫。 

二 神心頭的願望乃是要在地上得著一個與人同住的居所；神救恩的目標乃是在地上建造

祂的居所—出二五8～9，二九45～46，四十1～2、34～38： 
出25:8 他們當爲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出25:9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物件，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 
出29:45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神。 
出29:46 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爲要住在他們中

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出40:1 耶和華告訴摩西說， 
出40:2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會幕的帳幕，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40:35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爲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40:36 在以色列人所有的行程中，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他們就起程； 
出40:37 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的日子。 
出40:38 日間有耶和華的雲彩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顯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

們一切的行程中，都是這樣。 

1 神要召會在地上建造起來，因爲祂渴望在地上得著一個居所—太十六18，六10。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6:10 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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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祂這位諸天的神，要住在地上；祂所住的地方，祂的居所，就是召會—提前三15，
彼前二5。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體系，藉着耶穌基督獻上

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三 『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

遠』—結四三7：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以

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他們

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1 寶座是爲著神的管理、行政和國度；主的腳掌是爲著祂在地上的行動。 

2 離了殿作祂寶座之處，作祂腳掌所踏之處，主就沒有祂在地上行政和行動的根據。 

3 只有建造起來的召會才能給主立場，以執行祂的行政，並在地上行動；不僅如此，

召會是主能居住而得安息與滿足的地方—太十六18～19，徒十三1～3，提前三15。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太16:19 我要把諸天之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捆綁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捆綁

的；凡你在地上釋放的，必是在諸天之上已經釋放的。 
徒13:1 在安提阿當地的召會中，有幾位申言者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

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徒13: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爲我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

所作的工。 
徒13: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身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四 因著殿中的偶像，神的榮耀就逐步退出，先離開殿，然後離開城，最後離開祂的百

姓—結八3，九3，十19，十一23： 
結8:3 祂伸出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之間，在神的異象

中，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在那裏有觸動主妒忌之偶像的座位，就是

惹動妒忌的。 
結9: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祂將那身穿細麻衣、

腰間帶着書記墨盒子的人召來。 
結10: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舉起翅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旁邊。他們停

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 
結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1 主的榮耀離開，表徵神的顯現離開召會—啓二5，參提前三15～16，林前十四25。 

啓2:5 所以要回想你是從那裏墜落的，並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臨到

你那裏；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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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3:16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這是眾所公認的，就是：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

靈裏，被天使看見，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裏。 
林前14:25 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宣告說，神真是在你們中間

了。 

2 耶和華的榮耀離開以色列，乃是神審判的結果—結十四21： 

結14:21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使這四樣嚴厲的刑罰，就是刀劍、饑荒、惡獸、瘟疫臨到

耶路撒冷，將人與牲畜從其中剪除，豈不更重麼？ 

a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這件事是第二次發生： 

㈠ 在西乃山下，當帳幕立起時，主的榮耀充滿帳幕—出四十34。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㈡ 後來，約櫃被非利士人擄去，主的榮耀離開了帳幕；這意思是說，神放棄了

帳幕—撒上四。 
撒上4:1 撒母耳的話傳遍了以色列。以色列人出去與非利士人打仗，安營在以便

以謝附近；非利士人安營在亞弗。 
撒上4:2 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擺陣。戰事展開後，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被擊

敗；非利士人殺了在田野陣地上的人，約有四千。 
撒上4:3 百姓回到營裏，以色列的長老說，耶和華今日爲何在非利士人面前擊敗

我們呢？我們不如將耶和華的約櫃從示羅接到我們這裏來，好進入我們

中間，救我們脫離仇敵的手。 
撒上4:4 於是百姓打發人到示羅，從那裏將坐在二基路伯中間萬軍之耶和華的約

櫃抬來。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與神的約櫃同來。 
撒上4:5 耶和華的約櫃到了營中，全以色列就大聲歡呼，地也迴聲響應。 
撒上4:6 非利士人聽見歡呼的聲音，就說，在希伯來人營裏有這樣大聲的歡呼，

是怎麼回事？隨後就知道耶和華的約櫃到了營中。 
撒上4:7 非利士人就懼怕起來，因爲他們說，有神到了他們營中；又說，我們有

禍了！因爲向來不曾有這樣的事。 
撒上4:8 我們有禍了！誰能救我們脫離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從前在曠野用各樣

災殃擊打埃及人的，就是這些神。 
撒上4:9 非利士人哪，你們要剛強，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來人的奴僕，如同

他們作過你們的奴僕一樣。你們要作大丈夫，與他們爭戰。 
撒上4:10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被擊敗，各向各家奔逃；被殺的人

甚多，以色列的步兵仆倒了三萬。 
撒上4:11 神的約櫃被擄去，以利的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也死了。 
撒上4:12 當日，有一個便雅憫人從陣上逃跑，衣服撕裂，頭蒙塵土，來到示羅。 
撒上4:13 到了的時候，以利正在路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觀望，爲神的約櫃心裏戰

兢。那人進城報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來。 
撒上4:14 以利聽見呼喊的聲音就說，這喧嚷的聲音是怎麼回事？那人急忙來報信

給以利。 
撒上4:15 那時以利九十八歲了，眼目發直，不能看見。 
撒上4:16 那人對以利說，我是從陣上來的，今日我從陣上逃回。以利說，我兒，

事情怎樣？ 
撒上4:17 報信的回答說，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殺的甚多；你的

兩個兒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並且神的約櫃被擄去。 
撒上4:18 他一題到神的約櫃，以利就從他的位上往後跌倒在門旁，頸項折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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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爲他年紀老邁，身體沉重。以利作以色列的士師四十年。 
撒上4:19 以利的兒媳，非尼哈的妻子懷孕將到產期，她聽見神的約櫃被擄去，以

及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的消息，就猛然疼痛，曲身生產。 
撒上4:20 她將要死的時候，旁邊站着的婦人們對她說，不要怕，你生了一個兒子

了；她卻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 
撒上4:21 她給孩子起名叫以迦博，說，榮耀離開以色列了；這是因爲神的約櫃被

擄去，又因爲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 
撒上4:22 她又說，榮耀離開以色列，因爲神的約櫃被擄去了。 

b 在所羅門的時候，聖殿建造起來，主的榮耀回來充滿殿—王上八10～11。 

王上8:10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 
王上8:11 因着那雲的緣故，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爲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的

殿。 

c 主的榮耀留在殿裏，直到以西結看見主的榮耀離去，離開了殿和城，停在橄欖

山，最終回到諸天之上；那就是主的榮耀離開了—結九3，十19，十一23。 

結9: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祂將那身穿細

麻衣、腰間帶着書記墨盒子的人召來。 
結10: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舉起翅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旁邊。

他們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 
結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五 神的榮耀歸回，在於殿的建造—四三1～12： 
結43:1 以後，祂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 
結43: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方的路而來，祂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祂的榮耀發

光。 
結43:3 其狀如同我所見過的異象，就是如同祂來滅城時我所見的異象；那異象如同我在

迦巴魯河邊所見的異象；我就面伏於地。 
結43: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進入殿中。 
結43:5 靈將我舉起，帶入內院；正當那時，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結43:6 我聽見有一位從殿中對我說話，有一人站在我旁邊。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以

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他們

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結43:8 他們安置他們的門檻靠近我的門檻，他們的門框挨近我的門框，他們與我之間僅

隔一牆，並且以自己所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聖名；所以我在怒中滅絕他們。 
結43:9 現在他們當從我面前遠除他們的邪淫，和他們君王的屍首，我就住在他們中間直

到永遠。 
結43:10 人子阿，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量殿的

尺寸。 
結43:11 他們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設計、佈置、出入之處、全部的設

計和一切的定例，就是全部的設計和一切的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下

來，使他們謹遵殿的全部設計和一切定例去作。 
結43:12 以下是殿的法則：殿在山頂四圍的全界，乃爲至聖。這就是殿的法則。 

1 以西結在他早期的職事裏，看見主的榮耀離開殿；但在他晚期的職事裏，看見榮耀

回到主的殿中—九3，十19，十一23，四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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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9: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祂將那身穿細麻

衣、腰間帶着書記墨盒子的人召來。 
結10:19 基路伯出去的時候，就舉起翅膀，在我眼前離地上升，輪也在他們旁邊。他們

停在耶和華殿的東門口，在他們以上有以色列神的榮耀。 
結11: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

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

他們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2 主的榮耀歸回，因爲神的殿建造完成—7節，該二7、9：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

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

他們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該2: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我必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 
該2:9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在這地方我必

賜平安，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a 榮耀從東歸回，就是從日出的方向歸回；日出的方向表徵榮耀；主從榮耀歸回—

結四三2，民二3。 

結43:2 以色列神的榮光從東方的路而來，祂的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祂的

榮耀發光。 
民2:3 在東邊，向日出之地，按着軍隊安營的，是屬於猶大營的纛；猶大人的首

領是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 

b 主的榮耀由東門進入殿中；東門乃是爲著主的榮耀—結四三4： 

結43:4 耶和華的榮光從朝東的門進入殿中。 
㈠ 在召會生活中，最重要的門是東門，就是向著主的榮耀敞開的門。 
㈡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該有的第一個考慮乃是主的榮耀—弗三21，林前十31。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

遠。阿們。 
林前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或作甚麼事，一切都要爲榮耀神而行。 

3 主渴望回到地上，但爲著主回來，祂需要有居所—作祂寶座之處和腳掌所踏之處—

結四三7： 

結43:7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是我寶座之處，是我腳掌所踏之處，我要住在這裏，在

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以色列家和他們的君王，必不再以他們的邪淫，和

他們君王葬埋在高處的屍首，玷污我的聖名。 

a 祂的居所就是召會，是祂在地上行政和行動的根據—弗二21～22，提前三15。 

弗2: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弗2:22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b 神不是僅僅關切得救或屬靈，乃是關切建造—弗四12、16，林前十四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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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2 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

用，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

自己建造起來。 
林前14:4 那說方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林前14: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

訓，或有啓示，或有方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爲建造。 

c 今天召會若是符合以西結書裏所說神聖別建造的一切細節，因而在每一方面被建

造起來，神就會榮耀的住在召會中—太十六18，弗三21，五27。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

勝過她。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阿們。 
弗5:27 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

她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d 若要讓榮耀的神住在召會中，召會就必須建造起來，成爲神的居所—二21～22。 

弗2:21 在祂裏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弗2:22 你們也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神在靈裏的居所。 

叁 在約翰福音裏，我們看見在神建造裏之神的榮耀： 
一 基督，那成了肉體的話，乃是充滿榮耀的帳幕和聖殿—一14，二19，太十七1～2、5，

路九32，彼後一16～18。 
弗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爲使神所買的產業得贖，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弗2:19 這樣，你們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聖徒同國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 
太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領他們上了高山， 
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太17:5 他還說話的時候，看哪，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看哪，又有聲音從雲彩裏

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 
路9:32 彼得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打盹瞌睡，旣清醒了，就看見耶穌的榮耀，並同祂站着的

那兩個人。 
彼後1:16 我們曾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祂的來臨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

虛構無稽之事，乃是作祂威榮的親眼見證人。 
彼後1:17 因爲祂從父神領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顯赫的榮耀中，有這樣的聲音向祂發出：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彼後1:18 我們同祂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發出。 

二 基督爲父用神聖的榮耀所榮耀的結果，乃是父的家作爲神人二性擴大的宇宙合併—約

十二23，十三31～32，十七1、5，十四2～3、23。 
約12:23 耶穌回答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約13:31 他旣出去，耶穌就說，如今人子得了榮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榮耀。 
約13:32 神若在人子身上得了榮耀，祂也要在自己身上榮耀人子，並且要快快的榮耀祂。 
約17:1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

也榮耀你； 
約17:5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與你同得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與你同有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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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4:2 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是爲你們豫備

地方。 
約14:3 我若去爲你們豫備了地方，就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

裏。 
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

去，同他安排住處。 

三 按照約翰十七章二十二節，信徒的一就是在神聖榮耀裏的一，爲著團體的彰顯神；在

這個一的這面，信徒享受父的榮耀作他們那被成全之一的要素，得被建造而團體的彰

顯神。 
約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爲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肆 以弗所三章啓示，神在召會裏得著榮耀： 
弗3:1 因這緣故，我這爲你們外邦人作基督耶穌囚犯的保羅，爲你們祈求— 
弗3: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爲着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弗3:3 就是照着啓示使我知道這奧祕，正如我前面畧畧寫過的， 
弗3:4 你們念了，就能藉此明瞭我對基督的奧祕所有的領悟， 
弗3:5 這奧祕在別的世代中，未曾給人們的子孫知道，像如今在靈裏啓示祂的聖使徒和申言

者一樣； 
弗3:6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裏，藉着福音得以同爲後嗣，同爲一個身體，並同爲應許的分

享者； 
弗3:7 我作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着神恩典的恩賜，這恩賜是照着祂大能的運行所賜給我

的。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

音傳給外邦人，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弗3:10 爲要藉着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弗3:11 這是照着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弗3:12 在祂裏面，我們藉着信祂，就篤信不疑，放心大膽的進到神面前。 
弗3:13 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爲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 
弗3:14 因這緣故，我向父屈膝， 
弗3:15 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 
弗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弗3:20 然而神能照着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一 保羅禱告，求父照著祂榮耀的豐富加強眾聖徒；這含示神的榮耀可以作到聖徒裏面—

14～16節。 
弗3:14 因這緣故，我向父屈膝， 
弗3:15 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 
弗3:16 願祂照着祂榮耀的豐富，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二 在二十一節保羅說，『願在召會中，…榮耀歸與祂；』這含示神的榮耀作到聖徒裏面

之後，又回到神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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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1 這榮耀同著神到我們這裏來，在作到我們裏面之後，要同著我們回到神那裏。 

2 神的榮耀作到召會中，神就在召會中得著彰顯。 

3 在召會中榮耀歸與神，就是神在召會中得著榮耀—21節。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伍 新耶路撒冷一個顯著的特色，乃是有神的榮耀，有神的彰顯—啓二一2、10～
11：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

夫。 
啓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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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一 我們已被命定要得這榮耀，並蒙召來得這榮耀—林前二7，彼前五10，帖前二12： 
林前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祕中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爲使我們得

榮耀所豫定的； 
彼前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裏召你們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

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帖前2:12 要叫你們行事爲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1 我們正在變化進入這榮耀，並要被帶進這榮耀裏—林後三18，來二10。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來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爲着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就藉

着苦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2 我們要與基督同得這榮耀，在新耶路撒冷裏帶著神的榮耀作神團體的彰顯—羅八

17、30。 

羅8:17 旣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只要我們與祂一同受

苦，好叫我們也與祂一同得榮耀。 
羅8:30 祂所豫定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爲義；所稱爲義的人，又

叫他們得榮耀。 

二 新耶路撒冷全城要帶著神的榮耀，這榮耀就是神自己透過那城照耀出來—啓二一10～
11、23： 
啓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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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啓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爲城的燈。 

1 神的榮耀實際上將會是新耶路撒冷的內容，因爲這城將完完全全充滿了神的榮耀；

這指明這城乃是團體的盛裝神並彰顯神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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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的榮耀就是神自己得顯明；新耶路撒冷滿了神的榮耀，這件事的意思是神在這城

裏得顯明。 

3 今天召會生活也該有神的榮耀，在這奇妙的神聖屬性上顯明且彰顯祂—弗三21。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