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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神圣性情的显出（“性情”和
1. 10/8 日有三十多圣徒和孩子们一起清洁会所的里
“彰显”。）
里外外。大家在神的家里一同配搭做清洁很喜乐。 帐幕的根基是银的，但帐幕里所显出的是金；金表征基
督的神圣性情连同神圣生命，也就是神自己（出三六 13，
2. 初信训练从十月二日正式开始。目前有 16 位弟兄
34，36，38，三七 1~28）。
姊妹报名。感谢主！
在召会里，就是在神的建造里，所显出的必须不是神的
3. 美东华语特会将与十月十四到十六日在 288 KPBC
工作、神的作为，乃是神的性情和生命；我们所显出的、
举行。鼓励大家圣别时间一同前往参加。
所彰显的、所给人看见的，应该不是别的，乃是基督荣
4. 服事儿童青少年的老师们近期将有培训。望老师
耀的神圣性情（彼后一 4）。
们积级参加培训, 更好的服事召会的下一代。
叁 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变化过的人性（“人性”和
“性格”）
召会追求进度
我们要来看帐幕的结构。帐幕的竖板是用皁荚木包金作
1. 《晨兴圣言》：第十周《帐幕的八重意义》
的（出三六 20，34）。帐幕的建造不是只把材料堆栈起
2. 《背诵圣经》：腓利比书三章 12 节-三章 18 节
来，这些皁荚木作的竖板，是站立起来的。金本身不能
3. 《重点经节》：出埃及二六章 1～14，19 节，三十六
站立，特别是这样大面积的金；但竖板有一个坚实的结
章 20，22，31～32，36，38
构，就是皁荚木，来自沙漠里生长的一种植物。皁荚木
4. 《生命读经》：95-96 篇《帐幕的盖》，97-98 篇
包金，表征基督神圣的性质已经与信徒属人的性情成为
《帐幕的竖板》
一，作神的彰显。皁荚木表征变化过的人性（20，31，
5. 《现场听抄》：
36，三七 1，4）。我们都该有变化过的人性，也就是耶
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725/
稣拔高的人性，以及祂拔高的性格。祂是完全、完美的；
6. 《三旧一新》：旧约《出埃及记》26 和 36-37 章，新
祂的人性是坚强、扎实的，能承受各样的事物。召会要
约《腓立比书》3 章
能站立，就需要这样的人性。
金站立的力量乃是因着皁荚木。建造需要的不只是我们
第十篇 帐幕的八重意义
的人性，还需要我们的性格。每块皁荚木竖板大约有十
出埃及记末了记载帐幕的建造，给我们看见一个荣耀的
五英呎高，二又四分之一英呎宽。金需要与木调和，并
结果，就是帐幕的建立（四十 17）；出埃及记结束于神
被木支撑；就这面来说，即使神自己也需要我们这些被
的帐幕，神的居所，充满了神的荣光（34）。本篇信息
变化过的人，来支援并担负祂的见证。
乃是一段总论或概论的话，论到帐幕的八重意义。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需要一个稳固、不动摇的立场，
壹 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基督的救赎（“基础”和“立 肆并且我们必须一直愿意受别人平衡（
“信心”和“平
场（站立）”）
衡
”。）
帐幕预表基督同着召会；银卯座预表基督的救赎，这指
两榫安在每块竖板下面的两个卯座里，可能表征我们对
明救赎是一切的起头，是帐幕的基础和根基，也是帐幕
基督的救赎有完全的信心，这信心给我们一个稳固、不
最有意义的一方面。此外，帐幕不像圣殿有永久的结构，
动摇的立场（二六 19，三六 22，林后一 24，罗五 2，加
乃是可移动的，可以在旷野里拆卸再组装起来，所以卯
五 1）。两个卯座很重；而竖板必须有两榫，才能完美的
座非常重要。旷野里没有坚固的基地，因此银卯座为帐
安
在两个卯座里。竖板和卯座两者若接合得很完美，就
幕提供扎实的基础和根基，使竖板能站立在其上。
能组成一个完整、联合的整体。这样的安置非常重要。
需要运用我们信心的灵，更多将我们的信放在主里，
整个帐幕寄托于一百个银卯座，表征召会是建造在基督 我们
放
在祂的人位里，并放在祂救赎的工作里。加拉太五章
救赎的基础上，并且是寄托于我们所经历之升天的基督 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
（出二六 19，三六 24，26，30，36，三八 27）。在一百
站立得住，不要再受奴役的轭挟制。”我们在召会中要
个银卯座中，九十六个是为着竖板，四个是为着柱子。
站立得住，不要动摇。今天若是让我选择两位弟兄一同
卯座表 征稳定站立； 每个卯座是一 他连得 （重约一百磅 ）
配搭事奉，我不会拣选那很有恩赐，很能干，或者很有
的银子作的（三八 27），表征基督的救赎是信徒站立在
学识的，我宁愿拣选那些能站立得住，能坚定持续走到
神居所里的稳固基础（约十四 2~3 与 3 注 2）。
路终的；这样的人在情绪上不会起伏不定，一直改变。

知道 许 人 活
凭 觉 早上是一种心
情 晚上又改变
能如 你必须不容易
摇
不仅如此，两榫是为着平衡；我们必须一直受人平衡。
我们不只欢迎被平衡，更要寻求被基督身体其他的肢体
平衡。许多时候，主将一些人摆在我们身边，就是为了
平衡我们。我们可能会问主，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摆在我
们身边？主常常都不会给我们答案。但在这里，我们要
看见，那是因为我们都需要被平衡。
伍 为着召会的建造，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需要成为完
整的，并且主的行动中有转弯时，就需要坚固（“配合”
和“坚固”。）
帐幕的每块竖板宽一肘半，是三肘尺寸的一半（出三六
21）， 这表征每个信徒只是半个单位，需要别人的配合，
成为三肘的完整单位，为着神居所的建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婚姻；夫妻就是两个一半合而
成为一。我们永远不能单独。我们必须记得，在身体的
原则里，我们总是需要另一个肢体，使我们成为完整的
（参林前一 1）。
拐角的竖板是双的（出二六 23），表征每当主的行动中
有转弯时，就需要加倍、坚固、加强；
陆 我们必须凭圣灵并在圣灵里，因着神圣性情托住的
大能，与别人联结在一起（出二六 15-30，三十六 31-32）
（“联结”和“托住”）。
闩的功用就是将竖板联结在一起；闩的第二个功用，就
是稳定竖板。闩使神的建造刚强稳定，足以抵挡任何外
力的冲击。
有人可能会问：召会如何能被建造？成千上万的信徒如
何能建造在一起？唯有藉着在基督神圣的性情和神圣的
生命里，并在作为那灵的三一神里，才能建造起来。
柒 神的建造，召会，被“四重的”基督遮盖（帐幕的
盖有四层）（二六 1~14，三六 8~19）。（遮盖”和“保
护”）
第一层，就是最里面的一层，形成帐幕的内顶，是用捻
的细麻，和蓝色、紫色、硃红色线制造，绣上基路伯。
捻的细麻表征基督柔细的生活，藉着受苦和试炼显明出
来；这一层也保护竖板和帐幕一切内含之物，表征主耶
稣在祂人性里的荣美，遮盖、保护、幷包容作祂召会的
所有信徒
不仅如此，这位基督带有属天的性质（蓝色）、君王的
职分、属天的权柄（紫色）、救赎（硃红色）、和神的
荣耀（基路伯）。在幕幔上，有用巧匠的手工所绣上的
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显于为人耶稣这受造者（约一 14）
我们
， 多 生 行事总是 感 ，
，
了。建造召会不
此，
动 。

层 山羊毛
替 成为罪
林后五
字架上为 罪死 林 五
彼
山羊 征罪人 山羊毛 征
罪人 诸罪 因
山羊毛罩 征 祂
工作 替 成为罪 林后五
第三层盖，染红的公羊皮，预表基督是那藉着受死流血，
完成救赎，以满足神和我们需要的一位（来九 12~14，彼
前一 18~19，西一 14）
第四层盖，海狗皮（出二六 14 下），表征基督没有佳形
美貌（赛五三 2）；海狗皮的盖保护帐幕不受暴风雨的侵
袭，表征基督作我们的遮盖，使我们能站住抵挡撒但和
他一切的攻击。这是最后一层盖。头一层盖是植物生命，
其上的两层盖是地上动物的生命，最后一层盖是海中动
物的生命。
海狗皮是强韧的，可以抵挡所有的试炼、试诱和攻击，
尤其是死亡的攻击。海狗活在盐度高的海水中，表征在
高压之下的死亡光景。今天召会也是在高压之下，有什
么能帮助、遮盖、并保护我们？乃是“海狗皮”。亲爱
的圣徒，让我们隐藏在这层遮盖下，让我们隐藏在召会
中。绝不要有离开这个避难所和藏身处的想法。从外面
看，召会似乎是没有价值的；从里面看，召会却是美丽
的。即便是那看似没有价值的外表，仍然满有抵挡的力
量，能以遮盖并保护帐幕。
捌 我们需要在三一神里成为柱子（启三 12，参二一
22），由帐幕里的九根柱子所表征；帐幕的入口有五根
柱子支撑帘子，而至圣所的入口有四根柱子支撑幔子
（出三六 36，38）( “入口”和“分别”)。
在帐幕入口的柱子和在帐幕里的柱子提供入口，让罪人
蒙拯救进入神的居所，然后被了结，使他们得以进入神
的至圣所，在神的丰满里享受神自己
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
作柱子，他也绝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由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
今天召会所需要的是更多可以支撑帘子和幔子的柱子，
好有更多的入口，让神的子民能进入并通过，直至达到
神自己。
总而言之，本篇信息说到帐幕的八重意义，每一重意义
都有两个关键辞：第一，“基础”和“立场（站立）”；
第二，“性情”和“彰显”；第三，“人性”和“性
格”；第四，“信心”和“平衡”；第五，“配合”和
“ 坚固 ”；第六，“ 联结”和“ 托住 ”；第 七 ，“遮 盖”
和“保护”；第八，“入口”和“分别”。这些关键辞
能帮助我们对基督、召会、和召会生活有更清楚、更深
入的认识。
第二 盖，
（出二六 7），预表基督 我们
（
21），在十
我们的
了（ 前十
3， 前二 24，三 18）；；
表
，
表
的
； 此，帐幕的
盖，表 基督在
救赎的
里， 我们
（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