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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
召会近期大事
一、12 月 3 日，新泽西众召会服侍弟兄将在 Frankin 设计、布置、出入之处、全部的设计和一切的定例，
就是全部的设计和一切的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
举行相调聚会回顾 2017 年和展望 2018 年。
二、西温沙爱宴相调将于 12 月 10 日举行。地点待定。 前写下来，使他们谨遵殿的全部设计和一切定例去作。
三、冬季训练 12 月 25 日至 30 日在 Anaheim CA 举 43:12 以下是殿的法则：殿在山顶四围的全界，乃为
行，报名截止日期 11 月 1 日，补报名请联系蔡福建 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弟兄。
四、2018 台湾新春华语特会及召会访问行程于 2018 一, 我们必须看见神渴望在地上得着之居所的 异象，
年 2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台北市举行。我们 2 月 11 日 并领悟神的目标乃是建造—四十三 7, 四十 4， 四三
在台北一会所集中，一同做旅游车出行。报名截止日 10 ～ 11，太十六 18，弗二 21 ～ 22， 四 16，启
二一 2。
期 11 月 20 日，费用 250 美金。
五、主日初信成全班（12 周）11/26 预训， 12/3 第
以西结看见主的荣耀时，他也看见一人站在他旁边。
一课，鼓励福音朋友及初信圣徒报名参加。
他看见主的荣耀，也看见主是人。站在他旁边的 人说，
“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所踏之处，我
召会追求进度
要住在这里，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结四
一、晨兴圣言：第十二篇 神的荣耀回到神的殿中
二、现场听抄：https://snippetinfo.net/media/2161 三 7）我宝座之处，这话证明站在以西结旁边的人是
主自己。…主的愿望和喜乐是在祂的殿。…祂的专注
三、职事信息：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 24 篇（上）
完全在祂的殿。主回到殿里，就非常喜乐。殿和那地
四、旧约读经：以西结书 48 章
得了恢复，祂再次得着脚掌所踏之处。所以祂说，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所踏之
第十二篇 神的荣耀回到神的殿中
处。”…这里我 们看见主对祂的殿，对祂召会的愿望。
主关心召会生活的恢复。祂一直渴望并等候回到召会。
结 43:1 以后，祂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
43:2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的路而来，祂的声音如同 这就是 我们在聚会中这么喜乐的原因。我们欢喜快乐，
因 为在我们里面的主欢喜快乐。祂喜乐，因为在召会
多水的声音，地就因祂的荣耀发光。
43:3 其状如同我所见过的异象，就是如同 1 祂来灭城 中得着了祂宝座之处，祂脚掌所踏之处。历世纪以来，
时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同我在迦巴鲁河边所见的 主在地上没有脚掌所踏之处。何等喜乐，祂离开地这
么久，现今有众地方召会作祂宝座之处，祂脚掌所踏
异象；我就面伏于地。
之处！真奇妙，主这全能的神竟说出以西结四十三章
43:4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进入殿中。
43:5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正当那时，耶和华的荣 七节里所记载的话：“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所
踏之处。”
光充满了殿。
43:6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
主脚掌所踏之处，就是祂宝座之处。宝座是为着神的
边。
43:7 祂对我说，人子阿，这是我宝座之处，是我脚掌 管理、行政和国度，也是祂能从那里施行管理的地方。
所踏之处，我要住在这里，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 主的脚掌是为着祂在地上的行动。离了殿作祂宝座之
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以他们的邪淫， 处，作祂脚掌所踏之处，主就没有祂在地上行政和行
动的根据。除非召会被建造，主就没有立场执行祂的
和他们君王葬埋在高处的尸首，玷污我的圣名。
43:8 他们安置他们的门槛靠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 行政，并在地上行动。不仅如此，召会是主能居住而
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之间仅隔一墙，并且以自己 得安息与满足的地方（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三四二至
所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在怒中灭绝 三四三页）。
他们。
43:9 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他们的邪淫，和他们君 二， 因着殿中的偶像，神的荣耀就逐步退出，先 离
开殿，然后离开城，最后离开祂的百姓— 结八 3，九
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
43:10 人子阿，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 3，十 19，十一 23：
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圣神的荣耀与偶像相对。…以西结在异象中被带到耶 并在召会中彰显祂的荣耀，召会就必须完全。今天召
路撒冷，进入圣殿。在他面前，神的荣耀与偶像成为 会若是符合以西结书这些章节里所说神圣别建造的一
对比。在殿的墙上有假神的像，但在殿之上有主的荣 切细节，因而在每一方面被建造起来，神就会荣耀地
耀。主的荣耀不能容忍假神的像。这些像称为“触动 住在召会中。所以，若要让荣耀的神住在召会中， 召
主妒忌”的偶像，因为它们触动神的妒忌，如结八 3 会就必须建造起来，成为神的居所。 神要召会在地上
所描述的：“…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之间，在神的异象 建造起来，因为祂渴望在地上得着 一个居所。祂这位
中， 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 诸天的神，要住在地上。祂所住的地方，祂的居所，
动主妒忌之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妒忌的。”，神是 就是召会。神既住在召会中，那些要寻求神并接触祂
忌邪的神；祂不能容忍偶像。因着殿中的偶像，神的 的人，就必须来到召会。我们研读以西结书的主要负
荣耀就逐步退出，离开了殿、城和祂的百姓。在最后 担，是来看神渴望在地上所要得着的居所。我们若得
的一步，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殿和城，停在城东的橄 着恩典在召会里被建造，荣耀的神就会住在我们中间
榄山上（十一 23：“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 （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三三九页）。
城东的 那座山上。” ），那里也 就是主耶稣升天之
处。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里一下，至终离开了那山， 当神的帐幕建造成功，竖立起来了之后，立刻有两件
回到天上。那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西结书生 事发生。第一件事，神的荣耀充满了帐幕。那可以说
命读经，一八八页）。神对祂子民的审判，首先是根 是有史以来，神的荣耀第一次有形有体地彰显了出
据祂的荣耀。任何与神荣耀相对的事，必定惹动祂的 来。…神的荣耀就是神显出来了。那一天神的荣耀充
审判。…今天基督教由于有许多的偶像，已经触动神 满了帐幕，实在是一件大事， 因为神在地上得着了一
的妒忌。
个居所。你我应该信，无论在什么地方，若是有一班
神的儿女，真肯学习在神的生命里互相配搭，彼此联
三，神的荣耀归回，在于殿的建造—四三 1 ～ 12： 结，同被建造， 成为一个身体，作神属灵的居所，使
神得以安息于其中，那就是神在他们中间彰显祂自己，
我们要领会主的荣耀为什么归回，这是很重要的。 主 荣耀 祂自己的时候！第二件事，神的话语得以在帐幕
的荣耀归回，因为圣殿建造完成了。这是要紧的点。 里启示出来。当帐幕还没有竖立起来之先，神是在西
主何等渴望回到地上！然而，祂要回来，需要一个给 乃山那里对摩西说话。…等到帐幕一竖立起来，神的
祂脚掌停歇的地方，需要一个祂能落脚的地方。祂的 荣光充满了帐幕，此后神就在帐幕里对摩西说话（利
住处，祂的殿，就是祂在地上能落脚的地方。 历世纪 一 1）。到了新约，…当神的召会一产生在地上，神
以来，仇敌狡猾的使基督徒对建造一无所知。基督教 的荣耀充满在召会里，神也就在召会里说话，正如旧
教师非常强调得救的事，也强调一点属灵的事，但他 约帐幕的预表。你要看见神的荣耀么？你必须到建造
们很少强调建造的事。…建造一点不差就是召会。… 的召会里面来。你要听见神的话语么？你也必须到建
今天主不仅仅关切个人的属灵。即使有许多像但以理 造的召会里面来。…唯有在建造的召会中，神才能把
那样属灵的人在巴比伦被兴起，主的荣耀也不会到那 祂自己显耀出来；也唯有在建造的召会中，神才能把
里去充满他们。主的荣耀不是回到但以理那里；反之， 祂自己启示出来（教会建造的异象，八三至八四页）。
主的荣耀乃是在圣殿重建 以后回到殿中。 荣耀从东
归回，就是从日出的方向归回〔结四三 2〕。日出的
方向表征荣耀（民二 3）。主从荣耀归回。祂向东方
离去，又从东方回来。
殿有三个门：一个朝东，一个朝南，另一个朝北。…
朝东的门不但是为着百姓的方便，也是为着主的荣耀。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需要好几个门，但最重要的门是
东门—向着主的荣耀敞开的门。…在召会生活中的决
定，主要必须是照着主的荣耀。甚至在决定聚会的日
子和时间上，我们也该顾到主的荣耀，不该只顾到人
的方便。
我们需要对一个事实有深刻的印象：神的荣耀乃是在
圣殿建造完成以后才归回。我们若要神住在召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