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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感恩節特會 

總題：主今日行動的方向 
第四篇 

豫備新婦作新郎的配偶（二） 

讚美作王的基督—在祂自己裏，在作祂王后的召會裏， 

並在祂所有子孫，就是在作眾首領的得勝者裏 
  詩歌：115 

讀經：弗五25～27，詩四五1～17 

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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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45標題 可拉子孫的訓誨詩，又是愛的歌，交與歌詠長；調用百合花。 
詩45: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詩45:2 你比世人更美，你的嘴脣滿溢恩典；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詩45:3 大能者阿，願你腰間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 
詩45:4 爲了真理、溫柔、公義，願你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願你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 
詩45:5 你的箭銳利，射中王敵之心；眾民仆倒在你以下。 
詩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詩45:7 你愛公義，恨惡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夥。 
詩45:8 你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你快樂。 
詩45:9 有君王的女兒，在你尊貴婦女之中；王后穿戴俄斐金子，站在你右邊。 
詩45:10 女子阿，你要聽，要看，要側耳而聽；要忘記你的民，和你的父家； 
詩45:11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詩45:12 推羅的女子必帶着禮物而來；民中的富足人，必向你求恩。 
詩45:13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交織成的。 
詩45: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 
詩45:15 她們要喜樂歡欣的被引導；她們要進入王宮。 
詩45:16 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首領。 
詩45:17 我必叫你的名被萬代記念；所以眾民要永永遠遠讚美你。 

壹 全本聖經是一部神聖的羅曼史，記載神如何追求祂所揀選的人，最終與他們

成爲婚配—創二21～24，歌一2～4，賽五四5，六二5，耶二2，三1、14，三一

3、32，結十六8，二三5，何二7、19，太九15，約三29，林後十一2，弗五25
～27，啓十九7，二一2、9～10，二二17： 
創2:21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在原處合起來。 
創2: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創2:23 那人說，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這爲女人，因爲這是從男人身上

取出來的。 
創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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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1: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歌1: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歌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他的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

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賽54:5 因爲造你的，是你的丈夫；萬軍之耶和華是祂的名。救贖你的，是以色列的聖者；祂

必稱爲全地的神。 
賽62:5 少年人怎樣娶處女，你的眾民也要照樣娶你；新郎怎樣喜悅新婦，你的神也要照樣喜

悅你。 
耶2:2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愛，新婚的愛情，你

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 
耶3:1 有話說，人若休妻，妻子離他而去，作了別人的妻子，前夫豈能再回到她那裏麼？若

回到她那裏，那地豈不是大大污穢了麼？但你和許多所愛的人行邪淫，還可以歸向

我；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3:14 耶和華說，背道的兒女阿，回來罷，因爲我是你們的丈夫；並且我必將你們從一城取

一人，從一族取兩人，將你們帶到錫安。 
耶31:3 耶和華從遠方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了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了你。 
耶31:32 不像我拉着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約；我雖是他們的

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耶和華說的。 
結16:8 我從你旁邊經過，看見了你；那正是你動愛情的時候。我便展開衣襟搭在你身上，遮

蓋你的赤體；又向你起誓，與你結盟，你就歸於我；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結23:5 阿荷拉離開我行邪淫，貪戀所愛的人，就是鄰近的亞述人； 
何2:7 她必追隨所愛的人，卻追不上，她必尋找他們，卻尋不見；便說，我要歸回前夫，因

我那時的光景比如今還好。 
何2:19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爲妻，以公義和公平，以慈愛和憐恤聘你歸我； 
太9:15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伴友同在的時候，伴友豈能哀慟？但日子將到，新郎要從他們

中間被取去，那時他們就要禁食。 
約3: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聽祂，因着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所以我這

喜樂滿足了。 
林後11:2 我以神的妒忌，妒忌你們，因爲我曾把你們許配一個丈夫，要將一個貞潔的童女獻給

基督。 
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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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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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拿着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將新婦，

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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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

命的水喝。 

一 主的恢復乃是爲著應驗馬太十六章十八節與啓示錄十九章七至八節—建造基督的召會

並豫備基督的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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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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

了。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二 當我們這些神的子民進入與神相愛的關係時，我們就接受祂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

亞當的生命一樣—創二21～22。 
創2:21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在原處合起

來。 
創2: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三 乃是這生命使我們能與神成爲一，並使祂與我們成爲一。 

四 我們不是藉著心思和意志遵守律法（參羅七18～25），乃是藉著愛這位作我們丈夫的

主，因而有分於祂的生命和性情，與祂成爲一，作祂的擴大和彰顯，成爲神活的描

繪。 
羅7:18 我知道住在我裏面，就是我肉體之中，並沒有善，因爲立志爲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來由不得我。 
羅7:19 因爲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羅7:20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的，就不是我行出來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罪行出來的。 
羅7:21 於是我發現那律與我這願意爲善的人同在，就是那惡與我同在。 
羅7:22 因爲按着裏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羅7:23 但我看出我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戰，藉着那在我肢體中罪的律，把

我擄去。 
羅7:24 我是個苦惱的人！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的身體？ 
羅7:25 感謝神，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樣看來，我自己用心思服事神的律，卻用肉

體服事罪的律。 

五 我們不是遵守律法字句者，而是愛神的尋求者；我們愛那作我們的救贖主，作賜生命

的靈，並作我們新郎的基督—詩一一九58，弗五25～27。 
詩119:58 我全心求過你的恩；願你照你的話恩待我。 
弗5:25 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爲召會捨了自己，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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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神與祂的子民要成爲一，他們之間就必須有相互的愛—約十四21、23。 
約14:21 有了我的誡命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親自向他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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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聖經中所揭示神與祂子民之間的愛，主要就像是男女之間情深的愛—耶二2，三一3。 
耶2:2 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幼年的恩愛，新婚的愛

情，你怎樣在曠野，在未曾耕種之地跟隨我，我都記得。 
耶31:3 耶和華從遠方向我顯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了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了你。 

八 當神的子民愛神，花時間在祂的話裏與祂交通，神就將祂神聖的元素注人他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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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與祂成爲一，作祂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樣—參創二18～25。 
創2:18 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爲他造一個幫助者作他的配偶。 
創2:19 耶和華神把祂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

他叫甚麼；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 
創2:20 那人便給一切的牲畜、空中的飛鳥、和野地各樣的走獸都起了名，只是亞當沒有

找到一個幫助者作他的配偶。 
創2:21 耶和華神使那人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了他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在原處合起

來。 
創2:2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建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 
創2:23 那人說，這一次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這爲女人，因爲這是從男人

身上取出來的。 
創2:24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爲一體。 
創2:25 當時那人和他妻子，二人赤身露體，彼此並不覺得羞恥。 

貳 詩篇四十五篇是所有詩篇中最高、最大的一篇，是可拉子孫的一首詩，也是

一首愛的歌，調用百合花；這篇詩讚美作王的基督—在祂自己裏，在作祂王后

的召會裏，並在作祂眾首領的得勝者裏： 
詩45標題 可拉子孫的訓誨詩，又是愛的歌，交與歌詠長；調用百合花。 
詩45: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詩45:2 你比世人更美，你的嘴脣滿溢恩典；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詩45:3 大能者阿，願你腰間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 
詩45:4 爲了真理、溫柔、公義，願你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願你的右手施行可畏的

事。 
詩45:5 你的箭銳利，射中王敵之心；眾民仆倒在你以下。 
詩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詩45:7 你愛公義，恨惡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夥。 
詩45:8 你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你快樂。 
詩45:9 有君王的女兒，在你尊貴婦女之中；王后穿戴俄斐金子，站在你右邊。 
詩45:10 女子阿，你要聽，要看，要側耳而聽；要忘記你的民，和你的父家； 
詩45:11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詩45:12 推羅的女子必帶着禮物而來；民中的富足人，必向你求恩。 
詩45:13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交織成的。 
詩45: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 
詩45:15 她們要喜樂歡欣的被引導；她們要進入王宮。 
詩45:16 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首領。 
詩45:17 我必叫你的名被萬代記念；所以眾民要永永遠遠讚美你。 

一 神偉大的工作乃是復興神荒涼的建造，並恢復『可拉的後裔』，藉著祂無限的憐憫和

恩典，將悖逆的人變化爲基督的得勝者，使他們成爲祂新婦（祂得勝的王后）的構成

分子—民十六1～3，詩一○六16，二六11，詩四二標題，代上六33～37，詩八八標

題，啓十九7～9。 
民16:1 利未的曾孫，哥轄的孫子，以斯哈的兒子可拉，和流便子孫中以利押的兒子大

坍、亞比蘭，與比勒的兒子安，帶着人來； 
民16:2 他們同以色列人會眾中的二百五十個首領，就是有名望被選召到會中的人，在摩

西面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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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16:3 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太過分了；全會眾個個旣是聖別的，耶和華也在

他們中間，你們爲甚麼高抬自己，超過耶和華的會眾呢？ 
詩106:16 他們又在營中嫉妒摩西，和耶和華的聖者亞倫。 
詩26:11 至於我，我行事純全；求你救贖我，恩待我。 
詩42標題 可拉子孫的訓誨詩，交與歌詠長。 
代上6:33 供職的人和他們的子孫記在下面：哥轄人的子孫中有歌唱的希幔；希幔是約珥的

兒子，約珥是撒母耳的兒子， 
代上6:34 撒母耳是以利加拿的兒子，以利加拿是耶羅罕的兒子，耶羅罕是以列的兒子，以

列是陀亞的兒子， 
代上6:35 陀亞是蘇弗的兒子，蘇弗是以利加拿的兒子，以利加拿是瑪哈的兒子，瑪哈是亞

瑪賽的兒子， 
代上6:36 亞瑪賽是以利加拿的兒子，以利加拿是約珥的兒子，約珥是亞撒利雅的兒子，亞

撒利雅是西番雅的兒子， 
代上6:37 西番雅是他哈的兒子，他哈是亞惜的兒子，亞惜是以比雅撒的兒子，以比雅撒是

可拉的兒子， 
詩88標題 可拉子孫的詩，一首歌，是以斯拉人希幔的訓誨詩，交與歌詠長；調用麻哈拉利

暗俄。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

了。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啓19:9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

話。 

二 我們若是熱情愛主的人，至終就會成爲祂所愛的，祂的至愛—歌一1～4、14～15，二

4。 
歌1:1 歌中的歌，就是所羅門的歌。 
歌1:2 願他用口與我親嘴！因你的愛情比酒更美。 
歌1:3 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來的香膏，所以眾童女都愛你。 
歌1:4 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他的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

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 
歌1:14 我以我的良人爲一束鳳仙花，在隱基底的葡萄園中。 
歌1:15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麗的！你是美麗的！你的眼好像鴿子。 
歌2:4 他帶我進入筵宴所，以愛爲旗在我以上。 

三 百合花指純潔、簡單、單一的信靠神的生活—1～2節，太六28～29，參王上七17～
19。 
歌2:1 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歌2:2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中。 
太6:28 你們何必爲衣服憂慮？你們細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旣不勞苦，也

不紡線。 
太6:29 但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在他極盛的榮耀裏，也沒有披戴得像這些花中的一

朵。 
王上7:17 柱子上端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和擰成的鍊索形成的花圈，一個柱頂有七個，另

一個柱頂也有七個。 
王上7:18 他作了柱子；一個網子周圍有兩行石榴，遮蓋柱子上端的柱頂；另一個柱頂也是

這樣作。 
王上7:19 廊子裏柱子上端的柱頂徑四肘，刻着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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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主耶穌若有情深的愛，我們的舌頭就會是快手的筆，照著我們對祂豐滿職事裏

一切所是的經歷和享受，迅速寫出我們對祂的愛和讚美—詩四五1，參太十二34下，林

後三3、6，賽六5～7。 
詩45: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太12:34下 …因爲心裏所充滿的，口裏就說出來。 
林後3:3 你們顯明是基督的信，由我們供職所寫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靈寫的，不

是寫在石版上，乃是寫在肉版，就是心上。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爲那字

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賽6:5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爲我是嘴脣不潔的人，又住在嘴脣不潔的民中；

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賽6:6 撒拉弗中有一位飛到我跟前，手裏拿着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 
賽6:7 他用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就遮

蓋了。 

五 詩篇四十五篇讚美作王的基督，如四福音所揭示的—詩四五1～8，太一1： 
詩45: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詩45:2 你比世人更美，你的嘴脣滿溢恩典；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詩45:3 大能者阿，願你腰間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 
詩45:4 爲了真理、溫柔、公義，願你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願你的右手施行可

畏的事。 
詩45:5 你的箭銳利，射中王敵之心；眾民仆倒在你以下。 
詩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詩45:7 你愛公義，恨惡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

夥。 
詩45:8 你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你快

樂。 
太1:1 耶穌基督，大衞的子孫，亞伯拉罕子孫的家譜： 

1 詩人因作王之基督的佳美而讚美祂；基督比世人更美—詩四五1～2，參二七4下，

歌五9～16： 

詩45: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詩45:2 你比世人更美，你的嘴脣滿溢恩典；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詩27:4下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的殿裏求問。 
歌5:9 你這女子中極美麗的，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人有何強處？你的良人比別人的良

人有何強處，你就這樣鄭重的囑咐我們？ 
歌5:10 我的良人白而且紅，超乎萬人之上。 
歌5:11 他的頭像至精的金子；他的頭髮鬈曲，黑如烏鴉。 
歌5:12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鴿子，在奶中洗淨，安得合式。 
歌5:13 他的兩腮如香花畦，如香草臺；他的嘴脣像百合花，滴下沒藥汁。 
歌5:14 他的兩手好像金管，鑲嵌水蒼玉；他的肚腹如同象牙作的，外面包着藍寶石。 
歌5:15 他的兩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座上；他的形狀如利巴嫩，佳美如香柏樹。 
歌5:16 他的口甘甜，他全然可愛。耶路撒冷的眾女子阿，這是我的良人，這是我的朋

友。 

a 基督的嘴脣滿溢恩典—路四17～22，參弗四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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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4:17 有人把申言者以賽亞的書卷遞給祂，祂展開書卷，找到一處上面寫着： 
路4:18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爲祂膏了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去宣

揚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復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路4:19 宣揚主悅納人的禧年。』 
路4:20 於是把書卷捲起來，交還堂役，就坐下，會堂裏的眾人都定睛看祂。 
路4:21 祂就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路4:22 眾人都稱讚祂，並希奇祂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麼？ 
弗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

見的人。 
弗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印記，直到得贖的日

子。 

b 因爲那人耶穌是佳美、甜美且滿有恩典，神就受感，賜福給祂，直到永遠—羅九

5。 

羅9:5 列祖是他們的，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出於他們的，祂是在萬有之上，永遠

受頌讚的神。阿們。 

2 詩人因作王之基督的得勝而讚美祂—詩四五3～5： 

詩45:3 大能者阿，願你腰間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 
詩45:4 爲了真理、溫柔、公義，願你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願你的右手施行

可畏的事。 
詩45:5 你的箭銳利，射中王敵之心；眾民仆倒在你以下。 

a 在撒但和他墮落的天使眼中，基督是腰間佩刀的大能者，大有尊榮和威嚴的一

位；祂的尊榮和威嚴乃是祂得勝的標記—3節。 

詩45:3 大能者阿，願你腰間佩刀，大有尊榮和威嚴。 

b 爲了真理、溫柔、公義，基督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無論地上的情形如

何，無論列國在作甚麼，基督都得勝、亨通的坐車前往；從祂升天那日，祂就開

始坐車前往；祂要繼續坐車前往，直到祂在得勝裏回來—4節上，徒五31，啓六1
～2，十九11～16。 

詩45:4上 爲了真理、溫柔、公義，願你在威嚴中坐車前往，無不得勝；… 
徒5:31 這一位，神已將祂高舉在自己的右邊，作元首，作救主，將悔改和赦罪賜

給以色列人。 
啓6:1 羔羊揭開七印中第一印的時候，我觀看，就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聲音如

雷，說，你來。 
啓6:2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

便出去，勝了又要勝。 
啓19:11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真實，祂

審判、爭戰都憑着公義。 
啓19:12 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着許多冠冕，又有寫着的名字，除了祂自己沒有

人曉得。 
啓19:13 祂穿着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爲神的話。 
啓19:14 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着祂。 
啓19:15 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踹

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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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9:16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字寫着：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c 祂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基督所行可畏的事，包括祂的釘十字架、復活和升天；

主耶穌所作的每一件事，無論大小，都是可畏的—詩四五4下。 

詩45:4下 …願你的右手施行可畏的事。 

d 祂的箭銳利，射中仇敵的心；眾民仆倒在祂以下—5節，參啓六2。 

詩45:5 你的箭銳利，射中王敵之心；眾民仆倒在你以下。 
啓6:2 我就觀看，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着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

便出去，勝了又要勝。 

3 詩人因作王之基督的國而讚美祂—詩四五6～7： 

詩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詩45:7 你愛公義，恨惡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

夥。 

a 基督是神，祂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祂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6節，來一8。 

詩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來1:8 論到子卻說，『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

杖。 

b 基督是王，祂愛公義，恨惡邪惡，父神用歡樂的油膏基督，勝過膏祂的同夥—詩

四五7，來一9。 

詩45:7 你愛公義，恨惡邪惡；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

的同夥。 
來1:9 你愛公義，恨惡不法；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歡樂的油膏你，勝過膏你

的同夥。 

4 詩人因作王之基督美德的甜美而讚美祂—詩四五8，參彼前二9： 

詩45:8 你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你

快樂。 
彼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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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祂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詩四五8上： 

詩45:8上 你的衣服，都有沒藥、沉香、桂皮的香氣；… 
㈠ 衣服表徵基督的行爲和美德；沒藥和沉香表徵祂死的甜美；桂皮表徵基督復

活的馨香和驅逐的能力。 
㈡ 憑基督復活的大能，經歷祂釘死的路，乃是藉著在我們靈裏的那靈自己—參

歌二8～14，羅八16，腓三10。 
歌2:8 聽阿，是我良人的聲音；看哪，他躥山越嶺而來。 
歌2:9 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牡鹿。他站在我們牆壁後，從窗戶往裏觀

看，從窗櫺往裏探視。 
歌2:10 我良人回應我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來，與我同去； 
歌2:11 因爲冬天已過，雨水也止住過去了。 
歌2:12 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的時候已經來到；斑鳩的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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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了。 
歌2:13 無花果樹的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

來，與我同去。 
歌2:14 我的鴿子阿，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求你讓我得見你的面

貌，得聽你的聲音；因爲你的聲音甘甜，你的面貌秀美。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腓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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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祂快樂—詩四五8下： 

詩45:8下 …象牙宮中有絲絃樂器的聲音，使你快樂。 
㈠ 宮表徵眾地方召會；象牙表徵基督的復活生命（約十九36，參歌七4，四4，

王上十18）；絲絃樂器表徵讚美。 
約19:36 這些事發生，爲要應驗經書：『祂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歌7:4 你的頸項如象牙樓；你的眼目像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你的鼻

子彷彿朝着大馬色的利巴嫩樓。 
歌4:4 你的頸項好像大衞建造收藏軍器的高樓，其上懸掛一千盾牌，都是勇士

的擋牌。 
王上10:18 王又造了一個象牙大寶座，用精金包裹。 

㈡ 眾地方召會在主眼中是美麗的，並且是祂的彰顯，乃是用基督復活的生命建

造的；眾地方召會中有讚美的聲音，使祂快樂。 

六 詩篇四十五篇藉著對王后—召會，基督的妻子—的讚美，而讚美作王的基督，如書信

所啓示的—詩四五9～15： 
詩45:9 有君王的女兒，在你尊貴婦女之中；王后穿戴俄斐金子，站在你右邊。 
詩45:10 女子阿，你要聽，要看，要側耳而聽；要忘記你的民，和你的父家； 
詩45:11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詩45:12 推羅的女子必帶着禮物而來；民中的富足人，必向你求恩。 
詩45:13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交織成的。 
詩45: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 
詩45:15 她們要喜樂歡欣的被引導；她們要進入王宮。 

1 王后豫表召會，特別是得勝者，乃是基督獨一的妻子；王后周圍的尊貴婦女，表徵

基督得勝的賓客；這指明基督的新婦實際上是一班得勝者—9～10節： 

詩45:9 有君王的女兒，在你尊貴婦女之中；王后穿戴俄斐金子，站在你右邊。 
詩45:10 女子阿，你要聽，要看，要側耳而聽；要忘記你的民，和你的父家； 

a 君王的女兒，表徵基督君尊的信徒。 

b 王尊貴的婦女，表徵基督尊貴、尊榮的信徒。 

c 我們越聽那靈活而卽時的說話，越忘記過去，我們在基督眼中就越美麗—10～11
節。 

詩45:10 女子阿，你要聽，要看，要側耳而聽；要忘記你的民，和你的父家； 
詩45:11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2 王羨慕王后的美貌；王后的美貌，表徵藉著召會所彰顯之基督的美德—11節： 

詩45:11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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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一節基督是王，在二節祂是人，在六節祂是神，在十一節祂是主。 

詩45:1 我心裏湧出美辭，講說我論到王的作品。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詩45:2 你比世人更美，你的嘴脣滿溢恩典；所以神賜福給你，直到永遠。 
詩45:6 神阿，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你國的權杖是正直的權杖。 
詩45:11 王就羨慕你的美貌。因爲祂是你的主，你當敬拜祂。 

b 基督不僅配得召會的愛，也配得召會的敬拜。 

3 在詩篇四十五篇王后有兩件衣服： 

a 第一件衣服是俄斐金子，是用金線交織成的—9節下、13節下： 

詩45:9下 …王后穿戴俄斐金子，站在你右邊。 
詩45:13下 …她的衣服是用金線交織成的。 
㈠ 這件衣服相當於基督作我們客觀的義，使我們得救—路十五22，林前一30，

賽六一10。 
路15:22 父親卻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

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別和救贖， 
賽61:10 我必因耶和華大大歡喜，我的魂必因我的神歡騰；因祂以拯救爲衣給我

穿上，以公義爲袍給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祭司的華冠，又像新婦佩戴

她的飾物。 
㈡ 王后穿戴金子，表徵召會顯出神聖的性情—詩四五9下。 

詩45:9下 …王后穿戴俄斐金子，站在你右邊。 
㈢ 用金線交織成的衣服，表徵藉著死與復活受了對付的基督，乃是召會的義，

滿足神公義的要求，使召會在神面前得稱義—加二16，羅三26。 
加2:16 且知道人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乃是藉着信耶穌基督，連我們也信

入了基督耶穌，使我們本於信基督得稱義，不是本於行律法；因爲凡屬

肉體的人，都不能本於行律法得稱義。 
羅3:26 爲着在今時顯示祂的義，使祂能是義的，也能稱那以信耶穌爲本的人爲

義。 

b 第二件衣服是刺繡的衣服—詩四五14上： 

詩45:14上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 
㈠ 這件衣服相當於基督藉著那靈變化的工作，『刺繡』到我們裏面，並從我們

活出來，作我們主觀的義，使我們得勝—啓十九8。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㈡ 基督作我們主觀的義，乃是住在我們裏面的那一位，爲我們過一直蒙神悅納

的生活—腓三9，太五6、20，羅八4，參詩二三3。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

着信基督而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太5:6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 
太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諸

天的國。 
羅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着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的人身上。 
詩23:3 祂使我的魂甦醒，爲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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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刺繡的衣服，表徵召會在婚娶時要穿戴聖徒所行的義，被引到基督面前，以

滿足基督的要求，與基督成爲婚配—啓十九8，參太二二11～14。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太22:11 王進來觀看坐席的，見那裏有一個沒有穿婚筵禮服的， 
太22:12 就對他說，朋友，你沒有穿婚筵的禮服，是怎麼進到這裏來的？那人無

言可答。 
太22:13 於是王對僕役說，把他的手腳捆起來，扔在外面黑暗裏，在那裏必要哀

哭切齒了。 
太22:14 因爲被召的多，選上的少。 

4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眾童女要進入王宮—詩四五13上、14～15： 

詩45:13上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 
詩45: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 
詩45:15 她們要喜樂歡欣的被引導；她們要進入王宮。 

a 王女就是王后，表徵召會；她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表徵榮耀的召會以基督爲

君尊的住處—13節上，約十五4上。 

詩45:13上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 
約15:4上 你們要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你們裏面。… 

b 我們以基督爲住處，我們就成爲祂的住處，至終這相互的住處成爲那表徵新耶路

撒冷的王宮—十四23，十五5，詩四五15下，啓二一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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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爲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詩45:15下 …她們要進入王宮。 
啓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

住，他們要作祂的百姓，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啓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爲城的殿。 

七 詩篇四十五篇藉著讚美王的子孫，就是作眾首領的得勝者，而讚美作王的基督，如在

啓示錄所見的—詩四五16～17： 
詩45:16 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首領。 
詩45:17 我必叫你的名被萬代記念；所以眾民要永永遠遠讚美你。 

1 『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首領』—16節： 

詩45:16 你的子孫要接續你的列祖；你要立他們在全地作首領。 

a 『列祖』在這裏表徵基督在肉身裏的先祖；『子孫』表徵基督的得勝者，作祂的

後裔；『首領』表徵基督的得勝者，要與祂一同作王，治理列國—啓二26～27，
二十4、6。 

啓2:26 得勝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啓2:27 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將他們如同窰戶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從我父領受

的權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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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

爲耶穌的見證、並爲神的話被斬者，以及那些沒有拜過獸與獸像，額上和

手上也沒有受過牠印記之人的魂，他們都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啓20:6 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有福了，聖別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

他們還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b 惟獨作王的基督同著在王權上作祂幫助的得勝者在地上掌權，才能解決今天世界

的問題—賽四二1～4，該二7上。 

賽42:1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扶持，我所揀選，我魂所喜悅的；我已將我的靈放

在祂身上，祂必將公理宣佈與外邦。 
賽42:2 祂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祂的聲音。 
賽42:3 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火把，祂不吹滅；祂要憑真實將公理宣佈

出去。 
賽42:4 祂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祂在地上設立公理；眾海島都要等候祂的訓

誨。 
該2:7上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所羨慕的必來到；… 

2 基督的名要藉著得勝的聖徒，被萬代記念；並且基督要藉著祂得勝並同作王的聖

徒，得著眾民的讚美—詩四五17，參啓十二11，賽十二1～6。 

詩45:17 我必叫你的名被萬代記念；所以眾民要永永遠遠讚美你。 
啓12:11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

自己的魂生命。 
賽12:1 到那日，你必說，耶和華阿，我要讚美你。你雖曾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

消，你又安慰了我。 
賽12: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信靠祂，並不懼怕；因爲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

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賽12: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 
賽12:4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名！將祂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

題說祂的名已被尊崇。 
賽12:5 你們要向耶和華歌頌，因祂所行的甚是超絕！但願這事傳遍全地！ 
賽12:6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因爲以色列的聖者在你們中間乃爲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