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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和殿(豫表召會的兩面) 
帳幕和殿的比較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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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幕 聖殿 

根
基 

立在曠野的沙漠上，可移動的，無扎

實的根基 

建在美地摩利亞山峰頂的阿珥楠禾場上，有

穩固根基(代下3:1) 

建
造 

在摩西和亞倫指導下建造成的 大衞豫備，所羅門建造成的(代上22:5,14, 

28:12,19,6:32) 

尺
寸 

•帳幕：長30肘，寬10肘，高10肘 

•至聖所：長10肘，寬10肘，高10肘 

殿：長60肘，寬20肘，高30肘(王上6:2) 

內殿(至聖所)：長20肘，寬20肘，高20肘(王

上6:20) 

物
件
和
器
具 

•約櫃：長2.5肘，寬1.5肘，高1.5肘

(出25:10) 

•祭壇：長5肘，寬5肘，高3肘 

•各1個洗濯盆、金燈臺和陳設餅桌子 

•約櫃：長2.5肘，寬1.5肘，高1.5肘 

•祭壇：長20肘，寬20肘，高10肘(代下4:1) 

•各10個洗濯盆、金燈臺和陳設餅桌子(代下

4:6～8) 

•增加銅海(代下4:2～5)和2根銅柱(王上7:15

～22) 

•聖殿與帳幕裏一樣的約櫃，表徵基督是永遠完全、完備，不需加大(王上六19，來十三8) 

•聖殿裏面更新並加大的器具，表徵眾聖徒對基督的經歷必須更新並擴大、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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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和聖殿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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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和殿(豫表召會的兩面) 
帳幕和殿的比較(內在意義)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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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幕 聖殿 

內
在
意
義 

•在魂的曠野裏，只享受從天上來的嗎

哪和從磐石來的活水 

•暫時的 

•豫表神在地上，或在各地的召會，顯

出基督身體實際的一個見證(基督作信

徒的一切，基督身體的一，以及祂身

體上眾肢體都盡功用)(林前十二14～

18,20，弗一17,三16～21,四1～6,16) 

•基督在信徒靈裏作美地的實際，可享受美

地追測不盡的豐富 

•永遠的，神建造的終極完成 

•表徵召會作基督身體的實際，實化於眾地

方召會(擁有一的生命)(出二五22,三八21，

啓一2,9～12，約十七11,21,23) 

主在信徒裏面渴望要從帳幕的召會生活往前到殿的召會生活(來六1上，書三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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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和殿(豫表召會的兩面) 
•獨一的職事乃是為著神獨一的見證(基督身體的實際) 

•基督身體的實際，乃是實化於眾地方召會(出二五22,三八21，啟一2,9) 

•今天的地方召會必須是顯出基督身體實際的一個見證(林前十二14～18,20) 

•各地召會擁有一的生命，召會的存在乃是為著一的見證(約十七11,21,23，啟一10～12) 

•基督身體之實際的見證乃是神永遠經綸的恢復，有基督作信徒的一切，基督身體的一，

以及祂身體上眾肢體都盡功用(提前一3～6,六3～5，來十三9，弗一17,三2,8～11,16～21 

,四1～6,16) 
林前12:14 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林前12:20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體卻是一個。 

約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啊，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

所賜給我的名裏，保孚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 

約17:21 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

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約17:23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來，

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弗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孚那靈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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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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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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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召會(基督的身體)作活神的殿 
基督作生命的福音 
1.生命的原則是變死亡為生命(約二1～11) 

 (1)藉著主在十字架上的死(祂物質的身體被拆毀) 

  ①祂擔當信徒的過犯和罪孽，以救贖並稱義信徒(賽五三4～6，羅三23～26，彼前二24) 

  ②為醫治信徒的疾病(賽五三5下，彼前二24下) 

  ③使掌死權的魔鬼被廢除(來二14) 

  ④舊造、舊人、肉體、撒但、罪、諸罪和世界都被釘在十字架上(羅六6，加二20,五24，

約一29,三14,六70,71,十二31，太十六23，林前十五3) 

賽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羅3:24 但因神的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就白白地得稱義。 

彼前2: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裏，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

以向義活著；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來2:14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祂也照樣親自有分於血肉之體，為要藉著死，廢除那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 

羅6:6 知道我們的舊人已經與祂同釘十字架，使罪的身體失效，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加5: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約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約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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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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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召會(基督的身體)作活神的殿 
基督作生命的福音 
 (2)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 

  ①祂作為一粒麥子死了，並且復活，將神的神聖生命(神的神聖之火)，釋放並分賜到祂

許多信徒裏面，使祂的許多信徒成為神的複製品(約十二24，路十二49～51) 

2.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召會作神的家(神的殿)(約二12～22) 

 (1)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 

  ①祂物質的身體得著擴增，有許多住處(基督身體的許多肢體)，成為祂團體、奧秘的身

體(神孙宙的殿)，就是召會作活神的家(約十四2,23，羅十二5，林前三16,17，提前三

15，彼前二5，弗二21,22) 

約12:24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14: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孚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

去，同他安排住處。 

羅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林前3: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面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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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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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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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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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與所羅門(豫表基督的兩方面)為著神的建造 
大衛豫表成為肉體和受苦的基督(太十二3,4,二二41~46) 
1.基督從祂的成為肉體、神人生活與受苦起，直到祂的死(從馬槽到十字架) 

2.大衛是一個合乎神心的人，必實行神一切的旨意(撒上十三14，徒十三22) 

 (1)大衛在神的旨意中，服事他那一代的人(徒十三36) 

 (2)神作見證：大衛是合乎我心的人，必實行我一切的旨意(徒十三22) 

 (3)所羅門作見證：我父親大衛心中立意，要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建殿(王上八17～20) 

太22:42 論到基督，你們怎麼看？祂是誰的子孫？他們說，是大衛的。 

太22:43 耶穌對他們說，這樣，大衛在靈裏怎麼還稱祂為主，說， 

太22:44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的腳下？” 

太22:45 大衛既稱祂為主，祂怎麼又是大衛的子孫？ 

撒上13:14 但現在你的國必不得繼續存立。耶和華已經為自己尋著一個合乎祂心的人，耶

和華已經立他作百姓的領袖，因為你沒有遵孚耶和華所吩咐你的。 

徒13:36 大衛在神的旨意中，服事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歸到他祖宗那裏，已見朽壞 

徒13:22 既廢了掃羅，就興起大衛作他們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

，他是合乎我心的人，必實行我一切的旨意。 

王上8:17 我父親大衛心中立意，要為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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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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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與所羅門(豫表基督的兩方面)為著神的建造 
大衛豫表成為肉體和受苦的基督(太十二3,4,二二41~46) 
3.大衛為著建造神的殿，藉著受苦，豫備許多材料(豫表基督用祂追測不盡的豐富為供備，

以建造神的召會)，得著建造聖殿的正確立場，並預備建造者所羅門和所有幫助者(代上

十八7～11,二二2～5,14～16上,二八2,二九2～9，二一18～30，代下三1，代上二八9～

11,20,21) 

 (1)大衛在困難、受試煉並爭戰得勝中的豫備(豫表基督在受試煉，並在與撒但及其黑暗權

勢爭戰生活的得勝中，為著建造神的召會作豐富的供備)(代上二二1,14，太四4,7,10) 

 (2)大衛被靈感動得著聖殿的樣式(代上二八12,19) 

  ①召會的藍圖就是復活的靈－包羅萬有、賜生命、複合、內住的靈 

代上22:5下 所以我要為殿豫備材料。於是，大衛在未死之先豫備的材料甚多。 

代下3:1 所羅門在耶路撒冷，耶和華向他父親大衛顯現的摩利亞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珥

楠的禾場上，大衛所豫備的地方，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代上22:14 看哪，我在困難之中為耶和華的殿豫備了金子十萬他連得，銀子一百萬他連得

，銅和鐵多得無法可稱；我也豫備了木頭、石頭，你還可以增添。 

代上28:12 又將他被靈感動所得的樣式，就是耶和華殿的院子、周圍的房屋、神殿的府庫

、和聖物府庫的一切樣式，都指示他； 

代上28:19 大衛說，這一切樣式的細工，都是耶和華的手在我身上，畫出來使我明白的。 

代上28:21 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為要辦理神殿各樣的事，又有一切有智慧且樂意的人

，在各樣事奉的工作上幫助你；並有眾首領和眾民，全心聽從你的命令。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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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大衛與所羅門(豫表基督的兩方面)為著神的建造 
大衛豫表成為肉體和受苦的基督(太十二3,4,二二41~46) 
 (3)大衛安排以色列人向神供職的班次(代上六31～48,二三～二六) 

  ①約櫃安置後，大衛設立的人在耶和華殿中負責歌唱的服事，直到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

造耶和華的殿(代上六31,32) 

  ②豫表在新約裏，那靈在召會事奉上有次序的安排(林前十二4～27) 

  ③豫表身體的頭基督設立祂身體中的等次，給所有肢體持孚(林前十二18,十四40) 

代上6:31 約櫃安設之後，大衛設立以下的人在耶和華殿中負責歌唱的服事。 

代上6:32 他們就在會幕的帳幕前供職歌唱，直到所羅門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華的殿；他

們按著班次供職。 

林前12:4 然而，恩賜雖有分別，靈卻是同一位； 

林前12:5 職事也有分別，主卻是同一位； 

林前12:6 功效也有分別，神卻是同一位，在眾人裏面運行一切的事。 

林前12:11 但這一切都是這位獨一且同一的靈所運行，照著祂的定意個別分給各人的。 

林前12:18 但如今神照著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置在身體上了。 

林前14:40 凡事都要端正得體地按著次序行。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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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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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與所羅門(豫表基督的兩方面)為著神的建造 
所羅門豫表在榮耀裏復活的基督 
1.基督作為賜生命的靈在信徒裏面(包括祂的登寶座與第二次來到地上治理祂的國)，講說

神智慧的話，建造召會作神的殿(太十二42，代下一10，林前一24,30,十二8) 

2.所羅門建造的殿乃是按照其父大衛被靈感動所得樣式(代上二八11)。 

 (1)信徒在靈裏活在復活的靈裏，所羅門照著大衛的樣式(帶著基督之神人生活、死與復活

的一切元素)建殿的實際，就成就在信徒身上(約二19，腓一19，弗一17,二22,三5,16,

四23 ,五18,六18) 

 (2)召會由基督(所羅門其名意“平安”所豫表)得享安息的人，在平安裏不受響聲擾亂，而

建造起來的(代上二二9，徒九31，弗四29～32) 

  ①建造聖殿所用每一塊石頭，原則上都是在山野裏錘打過、對付過的 

  ②在殿裏聽不見錘子、斧子或任何鐵器響聲，聖殿在安靜中建造的(王上五17,18,六7) 

  ③信徒在召會中，一聽見有人批評、論斷、爭吵或反對，就該退到至聖所(轉到靈裏)(加

六17,18，賽三十15上) 
代上28:11 大衛將殿的廊子、旁屋、府庫、樓房、內室、和安放遮罪蓋之至聖所的樣式指

示他兒子所羅門； 

代上22:9 看哪，你要生一個兒子；他必是個得享安息的人，我必使他得安息，不被四圍一

切仇敵擾亂；他的名要叫所羅門，他在位的日子，我必將和平與安寧賜給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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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鐵器的響聲。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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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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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6:7上 建殿是用採石場豫備好的
石頭，所以建殿的時候，在殿裏聽不
見錘子、斧子、或任何鐵器的響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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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地區古代採石場
遺址，仍保留石材開採的
溝槽痕跡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Staff, “The Stones of Herod’s Temple Reveal Temple Mount History : 

Ancient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evident in the Herodian Temple” Bible History Daily, (2017). 

耶路撒冷北方的採石場挖
出的採石工具(尖鋤、木楔
和尖角齒狀的鑰匙) 

所羅門採石場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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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與所羅門(豫表基督的兩方面)為著神的建造 
•信徒與王同住，為王作工，享受釘死又復活的基督，將祂建造到信徒裏面，使信徒被成

全為神的家(召會)中的柱子(代上四23，王上七17,21，啟三12) 

•藉著享受包羅萬有之基督作復活的大能，並作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復活、賜生命之靈(指

基督作為真正且更大的所羅門)，信徒就能有分於基督受苦的交通，連同祂作為禱告之人

的神人生活，好模成祂的死(指基督作為真正且更大的大衛)，為著基督的身體(真正且更

大的殿)(腓三10，羅八11，太十二3,4,42，約二19～22，林後六16) 
代上4:23 這些人都是窯匠，是尼他應和基低拉的居民；他們在那裏與王同住，為王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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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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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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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
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約2:19 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將它建立起來。  

約2:21 但耶穌是以祂的身體為殿說的。  

約2:22 所以到祂從死人中復活以後，祂的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
的話。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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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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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召會作活神的殿的意念和道路 
在召會(活神的殿)中，走享受祂的路(創二9，約六35,57,63，賽五五6～13,五七
20，約一14,二19,三34,十七17，弗五26，林後三15～18,六16，羅八28,29，啟
二二1,2) 
1.信徒需要領悟神的心意是要信徒享受祂(詩三六8,9,十六11,十九8,二七6,四二4,5,四八2,

六三7,六六1,2,八一1,八九15～18,九五1,2,一００1,2,一二六1～6，尼八10，約壹一3,4) 

 (1)結果子是在於享受神(約十五7～11) 

 (2)禱告是在於享受神(哀三55,56) 

 (3)盡話語職事是在於享受神(約六57,63,七37～39，林前十五10，林後三1～6,18,二17,十

三3，弗三2，彼前四10,11，耶十五16，結三1～4，賽五五8～11) 

 (4)傳福音是在於享受神(約四10,13,14,31～34) 

 (5)受神引導是在於享受神(出三三14) 

2.過基督徒生活，成為得勝者的秘訣，在於走享受神作生命樹的路(創二9，啟二7) 

約15: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哀3:56 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求你不要掩耳不聽我的呼吸，我的呼籲。 

結3:1 祂對我說，人子啊，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約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實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出33:14 耶和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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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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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召會作活神的殿的意念和道路 
在召會(活神的殿)中，走享受祂的路(創二9，約六35,57,63，賽五五6～13,五七
20，約一14,二19,三34,十七17，弗五26，林後三15～18,六16，羅八28,29，啟
二二1,2) 
3.信徒在神的家(神的殿)中的享受 

 (1)嘗嘗耶和華是美善的(詩三四8) 

 (2)信徒應當愛神所住的殿，和祂的榮耀居住、停留並顯明之處(詩二六8,八四1,二九9下，

弗三20,21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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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二七4) 

 (4)享受定居的神作祂殿裏的肥甘而飽足，作祂的樂河解信徒的乾渴，作生命的源頭和光

餧養並光照信徒(詩三六8,9) 

 (5)享受神的臉(神的同在)作為救恩，使祂能成為信徒臉上的救恩(詩四二5,11) 

 (6)到神的祭壇，彈琴讚美神(詩四三4) 

詩34:8 你們要嘗嘗，便知道耶和華是美善的；投奔於祂的人有福了。 

詩26:8 耶和華啊，我愛你所住的殿，和你的榮耀所居之處。 

詩36:8 他們必因你殿裏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們喝你樂河的水。 

詩36:9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詩42:5下 應當仰望神；因祂的臉是我的救恩，我還要讚美祂。 

詩42:11下 應當仰望神；因我還要讚美祂，祂是我臉上的救恩，是我的神。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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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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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召會作活神的殿的意念和道路 
在召會(活神的殿)中，走享受祂的路(創二9，約六35,57,63，賽五五6～13,五七
20，約一14,二19,三34,十七17，弗五26，林後三15～18,六16，羅八28,29，啟
二二1,2) 
4.信徒住在神殿中，仍要讚美神(詩八四4,5) 

 (1)信徒要永永遠遠讚美耶和華的名(詩一四五2下) 

 (2)信徒一生要讚美耶和華；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祂(詩一四六2) 

 (3)耶和華是聖別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詩二二3) 

 (4)信徒應當藉著耶穌，常常向神獻上讚美的祭(來十三15，腓二11)  

詩84:4 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 

詩84:5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詩145:2 我要天天頌讚你，我要永永遠遠讚美你的名。 

詩146:2 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著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 

詩22:3 但你是聖別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的。 

來13:15 所以我們應當藉著耶穌，常常向神獻上讚美的祭，這就是承認主名之嘴脣的果子 

腓2:11 萬口都要公開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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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