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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讀經：王上五15~18，六7、9~10、15~16、23、31~34、36，七14~15、21 

王上5:15 所羅門有七萬扛抬重物的，八萬在山上鑿石頭的； 

王上5:16 此外，所羅門有三千三百督工的官長，監管作工的百姓。 

王上5:17 王下仙，人就開採出又大又寶貴的石頭來，用鑿成的石頭立殿的根基。 

王上5:18 所羅門的匠人和希蘭的匠人，並迦巴勒人，將石頭鑿好，豫備木料和石頭建殿。 

王上6:7 建殿是用採石場豫備好的石頭，所以建殿的時候，在殿裡聽不見錘子、斧子、或任何鐵器

的響聲。 

王上6:9 所羅門建殿，並且建造完成；他用香柏木作棟樑，又用香柏木東遮蓋。

王上6:10 靠著全殿所造的樓房，每層高五肘，用香柏木料與殿連接。 

王上6:15 他用香柏木東造殿內的牆，從地到頂都貼上木東，殿的地面都鋪上松木東。 

王上6:16 他又把殿后部的二十肘，從地到頂都用香柏木東遮蔽，建造為內殿，就是至聖所。

王上6:23 他用橄欖木作兩個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內殿。 

王上6:31 又用橄欖木製造內殿入口的門；門楣、門框有牆寬的五分之一。 

王上6:32 在橄欖木作的兩扇門上，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貼上金子，基路伯和棕樹都

打上金子。 

王上6:33 又照樣用橄欖木製造外殿入口的門框，有牆寬的四分之一。 

王上6:34 用松木作門兩扇；第一扇門分兩頁，是折疊的；第二扇門分兩頁，也是折疊的。

王上6:36 他又用鑿成的石頭三層、香柏木梁一層建築內院。 

王上7:14 他是一個寡婦的兒子，屬拿弗他利支派，他父親是推羅人，作銅匠的。戶蘭滿有智慧、悟

性、技能，善於作各樣銅工。他來到所羅門王那裡，作王一切的工作。 

王上7:15 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柱子高十八肘，柱子圍十二肘； 

王上7:21 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壹 我們要成為神建造的材料，就需要經歷基督的死（由松木所表徵）、基督的

復活（由香柏木所表徵）與基督作為那靈（由橄欖木所表徵）： 
一 釘十字架與復活的基督，就是耶穌基督包羅萬有的靈以及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同在，

乃是建造召會之材料的實際；召會乃是神的殿，就是基督的擴大和延展—腓一19~21

上，林前三9、12上、16~17。 
腓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腓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林前3: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 

林前3:12上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在這根基上建造，〕

林前3: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面麼？ 

林前3:17 若有人毀壞神的那殿，神必要毀壞這人，因為神的那殿是聖的，你們就是這

殿。 

二 我們需要讓作為那靈之釘死並復活的基督，將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裡面，使我們對基督有

最完滿的享受，好作神諸般恩典（生命的豐富供應）的好管家，以建造召會作神的

殿—弗三2、16~17，彼前四10~11。 
弗3: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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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彼前4:11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有人服事，要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

以在凡事上藉著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貳 松木表徵釘十字架的基督—王上六15下、34，參創六14： 
王上6:15下 ……殿的地面都鋪上松木東。 

王上6:34 用松木作門兩扇；第一扇門分兩頁，是折疊的；第二扇門分兩頁，也是折疊的。

創6:14 你要用歌敥木造一隻方舟，裡面要有隔間，方舟內外要塗上松香。 

一 古時猶太人在他們的墓地栽種松樹；因此，松木表徵基督在祂死裡的人性，即表徵

釘十字架的耶穌—林前二2。 
林前2: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

的。 

二 殿門是用松木作的，門上面刻著基路伯和棕樹—王上六34~35，參結四一18~20： 

王上6:34 用松木作門兩扇；第一扇門分兩頁，是折疊的；第二扇門分兩頁，也是折疊

的。 

王上6:35 門上面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用金子貼了，均勻地貼在雕刻物

上。 

結41:18 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樹。每二基路伯中間有一棵棕樹，每基路伯有二臉， 

結41:19 這邊有人臉向著棕樹，那邊有獅子臉向著棕樹；殿內周圍的雕刻都是如此。

結41:20 從地面到門以上，都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樹，殿牆也是這樣。 

1 基路伯表徵主的榮耀顯在受造之物上（十18，來九5）；棕樹表徵基督的得勝和

祂永遠常存的力量（結四十16，啟七9）。 
結10:18 耶和華的榮耀從殿的門檻那裡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 

來9:5 櫃上面有榮耀的基路伯覆蔭著遮罪蓋；關於這幾件，現在不能一一細

說。 

結40:16       在門洞裡面周圍，衛房並牆柱間都有嚴緊的窗櫺；廊子裡面周圍也有窗，

牆柱上有雕刻的棕樹。 

啟7:9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哪，有大批的群眾，沒有人能數得過來，是從

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來的，站在寶座前和羔羊面前，身穿

白袍，手拿棕樹枝， 

2 在松木門上雕刻棕樹和基路伯，表徵基督的得勝和主的榮耀，已經藉著受苦

“雕刻”到我們裡面—徒十六7，腓三10，林後四10~12。 
徒16: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試著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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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4: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 

林後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

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4: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三 香柏木表徵復活的基督—王上六9~10、15~16、36： 
王上6:9 所羅門建殿，並且建造完成；他用香柏木作棟樑，又用香柏木東遮蓋。

王上6:10 靠著全殿所造的樓房，每層高五肘，用香柏木料與殿連接。 

王上6:15 他用香柏木東造殿內的牆，從地到頂都貼上木東，殿的地面都鋪上松木東。 

王上6:16 他又把殿后部的二十肘，從地到頂都用香柏木東遮蔽，建造為內殿，就是至聖所。

王上6:36 他又用鑿成的石頭三層、香柏木梁一層建築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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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柏樹長在黎巴嫩山上；因此，香柏木表徵基督在復活裡的人性，即表徵復活的基督

—詩一〇四16，歌四8。 
詩104:16 耶和華的樹木，就是祂所栽種，利巴嫩的香柏樹，都滿了汁漿， 

歌4:8 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從利巴嫩來，與我一同從利巴嫩來，從亞瑪拿頂，從

示尼珥與黑門頂，從有獅子的洞穴，從有豹子的山嶺，來觀看。 

二  復活並升天的基督作為王，乃是出於大衛家尊高壯大的香柏樹—結十七22~23，羅一

3~4，徒二22~24、32~36，來二9。 
結17: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也要將高大香柏樹的樹梢擰去栽上；我要從盡尖的嫩枝中

折一嫩枝，栽於高聳的山上。 

結17:23 我要將這嫩枝栽於以色列的高山上；它就生枝子，結果子，成為壯大的香柏

樹，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蔭下。 

羅1:3 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1:4 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徒2:22 諸位，以色列人哪，你們要聽這些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

異能、奇事、神跡，將祂證明出來，正如你們自己所知道的。 

徒2:23 祂既按著神的定議先見被交給人，你們就藉著不法之人的手，把祂釘在十字架

上殺了。 

徒2: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除，叫祂復活了，因為祂不能被死拘禁。

徒2:32 這位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徒2:33 祂既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

的，澆灌下來。 

徒2:34 大衛並沒有升到諸天之上，但他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徒2:35 等我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 

徒2:36 所以，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

為主為基督了。 

來2:9 唯獨看見耶穌得了榮耀尊貴為冠冕，祂為著受死的苦，成為比天使微小一點

的，好叫祂因著神的恩，為樣樣嘗到死味。 

三 我們需要成為那些如黎巴嫩的香柏樹的人，往下紮根在基督裡，使我們栽植於耶和華

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而得以在生命裡長大，且在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

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何十四5~9，詩九二12~14，王下十九30。 
何14: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的樹木紮根。 

何14:6 他的枝條必延伸，他的榮華如橄欖樹，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何14:7 曾坐在他蔭下的必歸回，發旺如五穀，開花如葡萄樹；他的名聲如利巴嫩的

酒。 

何14:8 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什麼相干呢？我耶和華必回答他，也必顧念他。我

如青翠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 

何14:9 誰是智慧人？他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他可以知道這一切。因為耶和

華的道路是正直的，義人必在其中行走，有過犯的人卻在其上絆跌。 

詩92:12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詩92:13 他們栽植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 

詩92: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王下19:30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紮根，向上結果。 

四 召會就是基督復活的能力積蓄在其中，並存在其中的；這個能力運行在基督身上， 叫

祂作元首，也運行在我們身上，叫我們作祂的身體—弗一19~23，羅八2、11，十二

1~2，腓三10。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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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裡，坐在自己

的右邊， 

弗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

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

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 

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羅12:1 所以弟兄們，我藉著神的憐恤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聖別並討神喜悅的活

祭，這是你們合理的事奉。 

羅12:2 不要模仿這世付，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

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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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橄欖木表徵變化為賜生命之靈的基督—王上六23、31~33，林前十五45下： 
王上6:23 他用橄欖木作兩個基路伯，各高十肘，安在內殿。 

王上6:31 又用橄欖木製造內殿入口的門；門楣、門框有牆寬的五分之一。 

王上6:32 在橄欖木作的兩扇門上，刻著基路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貼上金子，基路伯和

棕樹都打上金子。 

王上6:33 又照樣用橄欖木製造外殿入口的門框，有牆寬的四分之一。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一 橄欖油豫表神的靈；因此，橄欖木表徵基督在神的靈裡的人性， 即表徵受膏的基督，

祂也是作為膏油塗抹之複合的靈—來一9，林後一21，約壹二20、27，出三十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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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1:21   然而那把我們同你們，堅固地聯於基督，並且膏了我們的，就是神； 約

壹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

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

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出30: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品，作成聖膏油。出

30:30 要膏亞倫和他的兒子們，使他們分別為聖，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二 我們是接在基督這好橄欖樹上的枝子，以享受祂（羅十一17、24）；賜生命的靈是基督

這屬天橄欖樹的生命汁液；我們若渴慕有分於基督的豐富，就是這屬天橄欖樹的肥

汁，汁漿，就需要接觸賜生命的靈，就是基督的生命汁液（路二三31，參詩九二

13~14，三六8~9）： 
羅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

汁，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

況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路23:31 這些事既行在滿有汁水的樹上，那枯乾的樹將會怎樣？ 

詩92:13 他們栽植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 

詩92: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發青； 

詩36:8 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

詩36:9 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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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與基督的接枝已經發生在我們的靈裡，所以我們需要一直運用我們的靈； 

當我們呼求主說，“哦主，哦主”，我們就運用我們的靈，而立刻有分於主作賜

生命的靈—羅八16，林前六17，羅十9~13。 
羅8: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羅10:9 就是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人中復活，就必得救； 

羅10:10 因為人心裡信，就得著義；口裡承認，就得救。 

羅10:11 因為經上說，“凡信靠祂的，必不至於羞愧。” 

羅10: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

的人是豐富的。 

羅10:13 因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2 我們享受基督豐富的另一條路，乃是讀神的話，並對每一句話說阿們；我們藉

此就運用靈接觸主，享受祂，並有分於包羅萬有的靈作肥汁—詩一〇六48，尼

八6，林後一20，啟十九4，弗六17~18。 
詩106:48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從亙古直到永遠，是當受頌讚的。願眾民都說，阿

們。阿利路亞。 

尼8:6 以斯拉頌讚耶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們；就低

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 

林後1:20 因為神的應許，不論有多少，在基督裡都是是的，所以藉著祂，對神也

都是阿們的，好叫榮耀藉著我們歸與神。 

啟19:4 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那坐寶座的神，說，阿們，阿利

路亞！ 

弗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

神的話； 

弗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三 我們需要看見，我們已經“逆著性”得接枝到基督裡；“逆著性”意思是“逆著自己”—

羅十一24：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

況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1 我們舊性情的一切，都與主的性情相反；我們的性情是有罪的性情，主的性情

是神聖、屬靈與聖別的性情—加五16~17，彼後一4。 
加5: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欲了。 

加5:17 因為肉體縱任貪欲，抵抗那靈，那靈也抵抗肉體，二者彼此敵對，使你

們不能作所願意的。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

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2 我們要有分於基督這橄欖樹連同祂的豐富，就需要完全從我們這些野枝子老舊

的背景、老舊的歷史、老舊的生命、老舊的習慣和老舊的習俗得以剪除—羅十

一24，參弗四22~24。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

上，何況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弗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欲敗壞

的；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弗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所創造的。 

3 我們要經歷從老舊的生活樣式得以剪除，並享受接枝到基督裡的經歷，就需要 



80  

運用靈呼求祂的名，並禱讀祂的話—羅十6~8，弗六17~18。 

羅10:6 但那本於信的義如此說，你不要心裡說，“誰要升到天上？”就是要領下

基督來， 

羅10:7 或說，“誰要下到無底坑？”就是要領基督從死人中上來。 

羅10:8 這義到底怎麼說？ 它說，“這話與你相近， 就在你口裡， 也在你心

裡。”這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話， 

弗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

神的話； 

弗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四 羅馬十一章啟示，我們是基督這橄欖樹的枝子（17、24），要結出“橄欖”，並產生撫

慰人的油（表徵聖靈）；約翰十五章啟示，我們是基督這葡萄樹的枝子（5）， 要結

出“葡萄”以產生令人振奮的酒（表徵神聖的生命）；路加十章裡的好撒瑪利亞人，

把油和酒倒在垂死之人的傷處（33~34）： 
羅11 從略。 

羅11: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

汁，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

況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約15 從略。 

約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路10: 從略。 

路10:33 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他那裡，看見，就動了慈心， 

路10: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裡照

料他。 

1 油和酒擺在一起成了人的醫治；我們越呼求主並禱讀祂的話而住在祂裡面，就

會越結出“橄欖”與“葡萄”，好產出油和酒，倒給那些裡面受傷、灰心失望的人。 

2 橄欖樹的油是用來尊重神和人（士九8~9），表徵那些憑那靈而行的人乃是尊重

神（加五16、25），也表徵那些供應那靈的人乃是尊重人（林後三6、8，腓三

3）。 

士9:8 有一次，眾樹要去膏一樹作他們的王，就去對橄欖樹說，請你作我們的

王。 

士9:9 橄欖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尊重神和人的油，去飄搖在眾樹

之上呢？ 

加5: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欲了。

加5: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著靈而行。 

林後3:6 祂使我們夠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 

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林後3:8 何況那靈的職事，豈不更帶著榮光？ 

腓3: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信靠肉

體的。 

3 葡萄樹的酒是用來使神和人喜樂（士九12~13），表徵那些享受基督作犧牲並令

人振奮之生命的人，乃是使神喜樂（太九17），也表徵那些供應基督作犧牲並

令人振奮之生命的人，乃是使人喜樂（林後三6，腓二17，提後四6）。 
士9:12 眾樹對葡萄樹說，請你來作我們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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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9:13 葡萄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使神和人喜樂的新酒，去飄搖在

眾樹之上呢？ 

太9:17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不然，皮袋脹裂，酒瀉出來，皮袋也就

壞了。人乃是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得保全。 

林後3:6 祂使我們夠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 

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腓2:17 然而，即使我成為奠祭，澆奠在你們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提後4:6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伍 聖殿的柱子是銅作的，銅表徵神的審判—王上七14~15、21，啟三12，二一 

22： 
王上7:14     他是一個寡婦的兒子，屬拿弗他利支派，他父親是推羅人，作銅匠的。戶蘭滿有智慧、

悟性、技能，善於作各樣銅工。他來到所羅門王那裡，作王一切的工作。 

王上7:15 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柱子高十八肘，柱子圍十二肘； 

王上7:21     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叫波阿斯。 

啟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

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

名，都寫在他上面。 

啟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一 在聖經裡，柱子是神建造的標記、見證，神的建造乃是藉著在實行身體生活中被變化而

成的—創二八22上，王上七15~22，加二9，提前三15，啟三12，羅十二2，弗四

11~12。 
創28:22上 我所立為柱子的石頭，也必作神的家；…… 

王上7:15 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柱子高十八肘，柱子圍十二肘； 

王上7:16 又用銅鑄了兩個柱頂安在柱子上，一個柱頂高五肘，另一個柱頂也高五肘。  王

上7:17 柱子上端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和擰成的鏈索形成的花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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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子裡柱子上端的柱頂徑四肘，刻著百合花。 

王上7:20 兩根柱子上的柱頂，在網子旁邊的鼓肚上，按著鼓肚，每一柱頂有二百個石

榴，分行環繞。 

王上7:21 他將兩根柱子立在殿廊前頭：右邊立一根，起名叫雅斤；左邊立一根，起名叫

波阿斯。 

王上7:22 在柱子上端刻著百合花。這樣，造柱子的工就完畢了。 

加2:9 又知道所賜給我的恩典，那被視為柱石的雅各、磯法、約翰，就向我和巴拿巴

伸出右手彼此相交，叫我們往外邦人那裡去，他們卻往受割禮的人那裡去；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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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

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

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羅12:2 不要模仿這世付，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

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弗4:11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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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4:12 為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為著職事的工作，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 

二 對神有用的人，乃是一直在神的審判（銅）之下，領悟他們是在肉體裡的人，一無

價值，只配死與埋葬—詩五一5，出四1~9，羅七18，太三16~17： 
詩51:5 看哪，我是在罪孽裡生的，我母親在罪中懷了我。 

出4:1 摩西回答說，他們若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反而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

現，那怎麼辦？ 

出4:2 耶和華對摩西說，在你手裡的是什麼？他說，是杖。 

出4:3 耶和華說，把杖丟在地上。他一丟在地上，杖就變作蛇；摩西便跑開。 

出4:4 耶和華對摩西說，伸出手來，拿住蛇的尾巴（於是摩西伸手抓住蛇，蛇就在他

手掌中變作杖）； 

出4:5 這樣，就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

的神，已經向你顯現了。 

出4:6 耶和華又對他說，把手放在懷裡。他就把手放在懷裡，及至抽出來，不料，手

長了麻風，像雪那樣白。 

出4:7 耶和華說，再把手放在懷裡。他就再把手放在懷裡，及至從懷裡抽出來，不

料，手已經復原，像身上別處的肉一樣。 

出4:8 又說，倘若他們不信你，也不信頭一個神跡，他們必信第二個神跡。 

出4:9 他們若這兩個神跡都不信，也不聽你的話，你就從河裡取些水，倒在乾地上， 

你從河裡取的水必在乾地上變作血。 

羅7:18 我知道住在我裡面，就是我肉體之中，並沒有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

行出來由不得我。 

太3:16 耶穌受了浸，隨即從水裡上來，看哪，諸天向祂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仿佛

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 

太3:17 看哪，又有聲音從諸天之上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 信徒中間的分裂和不結果子，都是因為沒有銅，沒有什麼是經過神審判的；反

而有驕傲、自誇、自我表白、自我稱義、自我稱許、自找藉口、自義、定罪別

人、規律別人，而不牧養人、尋找人—十六24，路九54~55。 

太16:24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否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並跟從我。 

路9:54 祂的門徒雅各、約翰看見了，就說，主啊，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

來，燒滅他們麼？ 

路9:55 耶穌卻轉身責備他們，說，你們的靈如何，你們並不知道。 

2 我們愛主並經歷祂是樣子像銅的人（結四十3），祂就成為我們超凡的愛、極廣

的寬恕、無上的信實、盡致的卑微、絕頂的純潔、至聖至義以及光明正大（腓

四5~8）。 
結40:3 祂帶我到那裡，見有一個人，樣子像銅，手拿麻繩和量度的葦子，站在

門口。 

腓4: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宜人。主是近的。 

腓4: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

訴神； 

腓4: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4:8 末了的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 

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

事你們都要思念。 

三 殿裡柱子的柱頂有“裝修的格子網〔如格子架〕和擰成的鏈索形成的花圈”；這些表

徵錯綜複雜的光景，而那些在神建造中作柱子的人，在其中生活並承擔責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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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七17，林後一12，四7~8）；柱頂上有百合花和石榴（王上七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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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柱頂也有七個。 

林後1:12 我們所誇的，是我們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單純和純誠，在世為人，不靠屬

肉體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對你們更是這樣。 

林後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林後4:8 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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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廊子裡柱子上端的柱頂徑四肘，刻著百合花。 

王上7:20 兩根柱子上的柱頂，在網子旁邊的鼓肚上，按著鼓肚，每一柱頂有二百個石

榴，分行環繞。 

1 百合花表徵信靠神的生活，就是憑神之於我們的所是，不憑我們的所是而生

活；銅的意思是“不是我”，百合花的意思是“乃是基督”—歌二1~2，太六28、30，

林後五4，加二20。 
歌2:1 我是沙倫的玫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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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何必為衣服憂慮？你們細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

勞苦，也不紡線。 

太6:30 小信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尚且這樣給

它穿戴，何況你們？ 

林後5:4       因為我們在這帳幕裡的人，負重司息，是因不願脫下這個，乃願穿上那個，

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

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

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舍了自己。 

2 柱頂花圈上的石榴，表徵那作生命的基督之豐富的豐滿、豐盛、美麗和彰顯— 

腓一19~21上，弗一22~23，三19。 
腓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

叫我得救。 

腓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

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切的豐滿。 

3 藉著格子網的除去和擰成之鏈索的限制，我們就能過信靠神的單純、簡單生

活，彰顯基督神聖生命的豐富，為著神在生命裡的建造。 

陸 聖殿的石頭表徵基督在變化裡的人性， 即表徵經過變化的基督—王上五

15~18，六7、36，付上二九2，付下三6： 
王上5:15 所羅門有七萬扛抬重物的，八萬在山上鑿石頭的； 

王上5:16 此外，所羅門有三千三百督工的官長，監管作工的百姓。 

王上5:17 王下仙，人就開採出又大又寶貴的石頭來，用鑿成的石頭立殿的根基。 

王上5:18 所羅門的匠人和希蘭的匠人，並迦巴勒人，將石頭鑿好，豫備木料和石頭建殿。 

王上6:7 建殿是用採石場豫備好的石頭，所以建殿的時候，在殿裡聽不見錘子、斧子、或任

何鐵器的響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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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6:36 他又用鑿成的石頭三層、香柏木梁一層建築內院。 

付上29:2     我為我神的殿已經盡力，豫備金子作金器，銀子作銀器，銅作銅器，鐵作鐵器，木作

木器，紅瑪瑙和可鑲嵌的寶石，黑石和彩石，以及各樣的寶石，還有許多大理石。 

付下3:6 又用寶石裝飾殿牆，使殿華美；所用的金子都是巴瓦音的金子。 

一 基督是神，在祂成為肉體時穿上人的肉體；基督既成了在肉體裡的人，就是在舊造

裡的人，因此，祂人性的部分就需要變化—羅一3~4。 
羅1:3 論到祂的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羅1:4 按聖別的靈說，是從死人的復活，以大能標出為神的兒子； 

二 這樣一位經過變化的基督，現今是神建造的活石、基石、房角石和頂石—彼前二

4，賽二八16，林前三11，弗二20，彼前二6，亞四7，三9，啟五6，四3，二一11。 
彼前2: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石跟前， 

賽28: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 

頭，是寶貴的房角石，作為穩固的根基；信靠的人必不著急。 

林前3:11 因為除了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以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弗2: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作房角石； 

彼前2:6 因為經上記著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祂

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亞4:7 大山哪，你算什麼？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他必搬出那塊頂石，人必

大聲歡呼，說，願恩典恩典，歸與這石！ 

亞3:9 看哪，我在約書亞面前所安置的石頭，在一塊石頭上有七眼。萬軍之耶和華

說，我要親自雕刻這石頭，並要在一日之間除掉那地的罪孽。 

啟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中間，並眾長老中間，有羔羊站立，像是剛被殺過的， 

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全地去的。 

啟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

子好像綠寶石。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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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殿裡的石頭也表徵在基督裡的信徒，被那作石頭的基督所變化—太十六18，約一 

42，彼前二4~7，啟二一11、14、18~21，參但二34~35、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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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42 於是領他到耶穌那裡。耶穌看著他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磯法 

（磯法翻出來，就是彼得）。 

彼前2: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的活石跟前，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

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前2:6 因為經上記著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祂

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彼前2:7 所以祂在你們信的人是寶貴的，在那不信的人卻是“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

房角的頭塊石頭”， 

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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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21: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個名字。 

啟21:18 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 

啟21: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綠寶石， 

啟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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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21: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各自是一顆珍珠造的，城內的街道是純金， 好

像透明的玻璃。 

但2:34 你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打在這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

碎。 

但2:35 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場上的糠秕，被風吹

散，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變成一座大山，充滿全地。 

但2: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神必興起一國，永不敗滅，國權也不留歸別民， 

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國必存到永遠。 

但2:45 你既看見非人手鑿出來的一塊石頭，從山而出，打碎鐵、銅、泥、銀、金，那

就是至大的神把後來必發生的事給王指明。這夢准是這樣，這講解也是可信

的。 

四  新約說到活石（彼前二5）；舊約說到鑿成的石頭（王上五15、17~18，六7）；建造召

會所用的石頭， 裡面必須是活的，外面必須經過一番鑿成（對付）（ 林後四16）：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

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王上5:15 所羅門有七萬扛抬重物的，八萬在山上鑿石頭的； 

王上5:17 王下仙，人就開採出又大又寶貴的石頭來，用鑿成的石頭立殿的根基。 

王上5:18 所羅門的匠人和希蘭的匠人，並迦巴勒人，將石頭鑿好，豫備木料和石頭建

殿。 

王上6:7 建殿是用採石場豫備好的石頭，所以建殿的時候，在殿裡聽不見錘子、斧子、

或任何鐵器的響聲。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

新。 

1 有的弟兄姊妹在召會中，就像剛從山野裡打下來的“野”石頭，全是棱角，人一

碰著他們就會受傷，就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2 他們不夠牢固，在他們身上無法建造；他們無法與人一同配搭事奉，與人一同

並肩作戰，一同扛抬約櫃。 

柒 真正為著建造召會作神殿的基督徒生命，乃是釘死並復活之基督的生命；祂作

為賜生命的靈建造到我們裡面，使我們藉著祂復活的大能模成祂的死，日日

得更新，並且被變化，從榮耀到榮耀，好叫祂在召會中得著榮耀—腓三10，

林後三18，四16~18，弗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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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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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林後4: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林後4:17 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地為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 

林後4:18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才是

永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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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