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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結晶讀經 

主的恢復 
10.主的恢復—建造錫安 

11.背道、邱壇以及恢復真正一的立場 

12.藉著在生命中作王，過得勝的生活，而成為生命城新耶路撒冷 

1.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基督(神永遠經綸的中心和實際 
；三一神的具體化身) 

2.藉著緊緊跟隨那有時代異象的時代執事

，而進入時代的職事—四段要緊的路程 

3.以利沙豫表基督在生命裏盡恩典的職事

，並且作為神人，行事如同神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 

4.所羅門輝煌的國豫表千年國時期基督的

國 

召會 
(基督的身體) 

5.為著召會作基督生機身體的建造，天然的

才能與生命成熟之復活的才能相對 

6.與主一同從帳幕的召會生活往前到殿的召

會生活，為著建造基督的身體作活神的殿 

7.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8.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9.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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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言 
聖經乃是一本神經綸的書(創一1,26~28，啟二一1~2,9~11) 
1.整本聖經新舊兩約，舊約是神經綸的圖畫，新約是神經綸完全的解釋和應驗(弗一10，

提前一4) 

2.聖經乃是關於神永遠經綸之神聖啟示的記載 

 (1)神永遠經綸的中心和實際乃是基督(約十四6，西一15,三11) 

 (2)基督是三一神的具體化身，召會是基督的身體(西二9，弗一22,23) 

 (3)基督與召會是聖經的基本結構(弗五32) 

 (4)神的經綸(聖經的鑰匙)乃是有其計畫與安排的三一神，將祂在祂的神聖三一裏分賜到祂

所揀選、救贖並重生的人裏面，作他們的生命、生命的供應和一切，好使他們成為祂

團體的彰顯(起先是基督的身體，至終是新耶路撒冷)(弗三9)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裏

的經綸並無助益。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西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西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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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與召會說的。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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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言 
列王紀不是論到歷史的事實，乃是論到書中的內在啟示 
1.歷史書的內在啟示－神永遠的經綸如何藉著祂在地上的選民得以完成(書一1~9，撒上十

六12,13，王上二11,12,六1,2) 

2.列王紀與神永遠的經綸息息相關(弗三9，提前一4) 

 (1)大衛和所羅門的豫表，證明以色列諸王的歷史與神永遠的經綸有關 

 (2)所羅門和他所建之殿的豫表，證明以色列的歷史與神永遠經綸的完成極有關係(路二四

44) 

  ①神永遠的經綸乃是關於基督作神的具體化身，以及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弗五32) 

  ②基督與召會乃是神經綸的中心與普及(太十六16~18) 

  ③歷史書是按神關於基督與召會之永遠經綸的觀點寫的(弗五32)  

(3)舊約歷史書與新約的連接乃是神的經綸，為著基督和基督的身體(弗一22,23,三17,四

16)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秘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路24: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還與你們同在的時候，對你們所說的話：摩西的律

法、申言者的書、和詩篇上所記關於我的一切事，都必須應驗。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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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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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舊約與新約)與神經綸密切的關係(弗三9，林前五7,十6) 
1.舊約是神永遠經綸表徵的圖畫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分類 舊約各卷 神的經綸 

豫表 

(5) 

創世記、出埃及記、 

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基督裏，作祂永遠經綸的
中心和圓周 

•基督作三一神選民的福分和一切(申八7～11) 

歷史 

(12) 

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 

撒母耳記(上、下)、列王紀(上、
下)、歷代志(上、下)、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以斯帖記   

•三一神在祂選民中的行動，使他們取得、承
受並享受祂應許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美地(書
一1～9,13，斯四13,14) 

•祂選民的失敗，作為對祂新約選民的警戒 

詩歌
(5) 

約伯記、詩篇、箴言、傳道書、 

雅歌 

•基督是神選民所要追求唯一的完全，得著並
享受唯一的滿足(伯四二1～5，詩二6～12,

八1，歌一2～4,六1,10,13,八1,14) 

大申
言(5)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耶利米哀
歌、以西結書、但以理書 

三一神成為神人，以完成祂完全的救贖，好
成就神永遠的經綸，要終極完成於新天新地
(賽九6，啟二一1) 

小申
言 

(12) 

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 

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 

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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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言 
聖經(舊約與新約)與神經綸密切的關係(弗三9，林前五7,十6) 
2.新約乃是神永遠經綸實際的完成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分類 新約各卷 神的經綸 

福音 

書(4) 

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約翰福音  

三一神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成為

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約一14,七39) 

使徒

行傳 

(1) 
使徒行傳 

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作神具體化

身之基督的實際，擴展祂為著產生

神的眾召會(徒一3,8,二22～36,四

23～31) 

書信

(22) 

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 

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後書、 

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提多書、 

腓利門書、希伯來書、雅各書、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約翰一書、約翰二書、約翰三書、

猶大書、啟示錄 

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藉著變化，將

眾召會建造成為終極完成之三一神

的生機體，作基督的身體，終極完

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終極完成之三

一神永遠的擴大(羅一3,4,十二4,5,

十六20，啟二一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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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中的內在啟示 
藉著豫表揭示並傳達 
1.以色列人的歷史是整個召會和神經綸的豫表(提前一4) 

 (1)以色列豫表作神在新約裏之選民的召會(林前五7,十6) 

  ①保羅將以色列人的歷史應用於新約的召會生活(林前五7,十6) 

 (2)團體的以色列人就是豫表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①神將祂作到團體的以色列人裏面，使他們成為神的家(神在地上的居所)(出二五8,9,四

十34) 

 (3)以色列人(舊約)和召會(新約)這兩班人乃是描述神經綸的完成(弗一10,三9)  

林前5:7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樣，因為我們的逾

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林前10:6 這些事都是我們的鑒戒，叫我們不作貪戀惡事的人，像他們那樣貪戀。 

出25:8 他們當為我造聖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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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弗1: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

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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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中的內在啟示 
2.大衛豫表受苦的基督(王上二11) 

3.所羅門豫表在神的國和神國的威榮裏得榮耀的基督(王上二12) 

4.申言者以利沙在豫表上代表神新約的經綸，豫表新約裏真實的事物(王下四9) 

5.亞哈的異教妻子耶洗別豫表在新約實際裏的耶洗別(豫表背道的召會)(王上十六31,十九

1,2,二一23，啟二20～23)  

王上2:11 大衛作以色列王四十年：在希伯崙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 

王上2:12 所羅門坐他父親大衛的位，他的國甚是堅固。 

王下4:9 婦人對丈夫說，我看出那常從我們這裏經過的是聖別的神人。 

王上16:31 他…又娶了西頓人的王謁巴力的女兒耶洗別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 

王上19:1 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申言者的一切事，都告訴耶洗別。 

王上19:2 耶洗別就差遣使者去見以利亞，說，明日到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

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 

王上21:23 論到耶洗別，耶和華也說，狗必在耶斯列的外郭吃耶洗別的肉。 

啟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女申言者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奴

僕，引誘他們行淫亂，並吃祭偶像之物。 

啟2:21 我曾給她時間，讓她悔改，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 

啟2:22 看哪，我要叫她臥病在床，那些與她行淫的人，若不為她所行的悔改，我也要叫他

們受大患難。 

啟2:23上 我又要用死亡擊殺她的兒女，叫眾召會都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8 

列王紀中的內在啟示 
藉著豫表揭示並傳達 
6.聖殿豫表基督與召會作為神在宇宙中獨一的建造(太十二6,十六18) 

7.在舊約的豫表裏，王的宮室和神的殿是分開的；但在新約的實際裏，二者乃是一個建造(

王上九15，弗二21,22) 

 (1)新約信徒都是蒙神拯救，成為君王，為神掌權(啟一6,五10，提後二12，羅五17, 21) 

 (2)新約信徒都是蒙神拯救作祭司，事奉、敬拜神(彼前二9) 

8.君王乃是新約信徒的豫表 

 (1)神管治，但神不是直接管治；神乃是藉著信徒作王來管治(啟二十4,6,三21) 

 (2)信徒重生得有神聖、屬靈、屬天、作王、君尊的生命，使信徒登寶座為王，管理一切(

約一12,13,三3,5，啟五10，羅五17,21) 

  太12:6 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裏有比殿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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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9:15上 以下所記的，是所羅門王徵召服苦役的人，為著建造耶和華的殿、自己的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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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在靈裏的居所。 

啟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權。 

提後2:12 我們如果忍耐，也必與祂一同作王；我們如果不認祂，祂也必不認我們； 

羅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

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第一篇 列王紀中藉著豫表所揭示並傳達 
關於神經綸的內在啟示 



列王紀中的內在啟示 
藉著豫表揭示並傳達 

列王紀 豫表 應用/結晶讀經 

總

論 

以色列人

的歷史 

•整個召會 

•神的經綸 
新約的召會生活(保羅) 

人

物 

以色列 
•作神在新約裏之選民的召會 

•召會作基督的身體 

神作到團體的以色列人裏面，

使他們成為神的家 

大衛 受苦的基督 第六篇 

所羅門 在神的國和神國的威榮裏得榮耀的基督 第四篇 

以利沙 
•代表神新約的經綸 

•新約裏真實的事物 
第三篇 

耶洗別 在新約實際裏的耶洗別－豫表背道的召會  第十一篇 

事

物 

事
奉 

聖殿 基督與召會作為神在宇宙中獨一的建造 第六、七、八、九篇 

王的宮室

和神的殿 

(分開的) 

一個建造 

新約信徒的身分 

•神的君王－為神掌權 

•祭司－事奉、敬拜神  

君王 
新約信徒(有神聖、屬靈、屬天、作王、

君尊的生命；登寶座為王) 
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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