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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神的榮光充滿帳幕和殿(出四十34,35，王上八10,11) 
1.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帳幕(出四十34,35) 

 (1)聚集在會幕四圍的人能看見雲彩，而進到帳幕裡面至聖所的大祭司，能看見帳幕裡的

榮耀(利十六15，來九7) 

 (2)信徒在召會生活的經歷中，需要進入帳幕(基督作為神的具體化身)，享受桌子上的餅，

並在香壇代求，使信徒可以經歷神居所中的榮耀(出四十34,35，約一14) 

 (3)雲彩遮蓋、榮光充滿的帳幕，是以色列人極大的祝福(表樣)，而信徒有其實際(約十四

2,3,6,10,11,16～18,20,26，弗二18～22,三16～21)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出40:35 摩西不能進會幕，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來9:7 至於第二層帳幕，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誤

犯的罪獻上的；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地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

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弗2:18 因為藉著祂，我們兩下在一位靈裏，得以進到父面前。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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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神的榮光充滿帳幕和殿(出四十34,35，王上八10,11) 
2.耶和華的榮光充滿耶和華的殿(王上八10,11) 

 (1)殿作神在地上的團體彰顯與居所，被神的榮光充滿(王上八10,11) 

 (2)耶和華的榮光將天上的神帶到地上，並將地聯於天，為著神的家(王上八11) 

  ①雅各夢見一個梯子(豫表基督作為人子，帶著祂的人性)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著天，

這是神的家，天的門(創二八12,17) 

  ②藉著住在信徒裏面的基督，天上的神來到地上，並且地聯於神(西一27，約一51) 

王上8:10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 

王上8:11 因著那雲的緣故，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的殿。 

創28:12 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來。 

創28:17 他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 

西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

成了榮耀的盼望； 

約1:51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

子身上。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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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定義 
1.神的一個屬性—神的彰顯(輝煌的彰顯出來的神)(出二四16，徒七55) 

2.三一神乃是榮耀的神(徒七2,55) 

 (1)神是榮耀的神(徒七2,55) 

  ①未看見的神是神，而看見的神是榮耀(出十三21) 

  ②榮耀的神向亞伯拉罕顯現，呼召他，並將他從世界裏分別出來歸給神；他受到榮耀吸

引且被俘擄(徒七2) 

 (2)榮耀的父(弗一17) 

  ①榮耀的父(含示重生與彰顯)乃是藉著祂許多兒子彰顯出來的神(來二10) 

出24:16 耶和華的榮耀停在西乃山上；雲彩遮蓋山六天，第七天祂從雲中呼召摩西。 

徒7:2 司提反說，諸位，弟兄父老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

蘭的時候，榮耀的神向他顯現， 

徒7:55 但司提反滿有聖靈，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出13:21 耶和華在他們前面行，日間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

們日夜都可以行走。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地認識

祂； 

來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就藉著苦

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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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定義 
2.三一神乃是榮耀的神(徒七2,55) 

 (3)子基督與父神在榮耀裏是相同的(約十七5) 

  ①子基督是神榮耀的光輝(榮耀的照耀和光輝)(來一3上) 

  ②基督是榮耀的王(萬軍之耶和華(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具體化身在得勝且要來的基督裏)(

詩二四7～10，路二一27，太二五31) 

  ③基督是榮耀的主(林前二7,8) 

   Ⅰ基督今天是信徒的生命，將來是信徒的榮耀(西三4,一27) 

   Ⅱ神已經呼召信徒，要信徒得享榮耀，還要帶領信徒進入榮耀(彼前五10，來二10) 
約17: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與你同得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與你同有的榮耀。 

來1:3上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話維持、載著並推動萬有；… 

詩24:7 眾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啊，你們要被舉起；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路21:27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帶著能力和大榮耀，在雲中來臨。 

太25:31 但是，當人子在祂的榮耀裏，所有的天使同著祂來的時候，祂要坐在祂榮耀的寶

座上； 

林前2:8 這智慧，這世代有權有位的人，並沒有一個知道，因為他們若知道，就不會把榮

耀的主釘十字架了。 

西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彼前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裏召你們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

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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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定義 
2.三一神乃是榮耀的神(徒七2,55) 

 (4)榮耀的靈(神的靈)(彼前四14) 

  ①榮耀的靈乃是基督在祂的復活裏藉以得榮耀的那一位(羅一4) 

  ②榮耀的靈安息在逼迫中受苦的信徒身上，好叫現今在榮耀裏，復活、被高舉的基督得

榮耀(彼前四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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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4:13 倒要照著你們有分於基督苦難的多少而歡樂，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

以喜樂歡騰。 

彼前4:14 你們若在基督的名裡受辱駡，便是有福的，因為榮耀的靈，就是神的靈，安息在

你們身上。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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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與神的經綸內在關係(提前一4，弗一10) 
1.神永遠的目標 

 (1)領祂許多兒子進榮耀裏，得著永遠的團體彰顯—新耶路撒冷(來二10，林前二7，弗一

5,6,12,14，啟二一7,9～11) 

 (2)豫定信徒要得祂的榮耀，使信徒彰顯祂(林前二7) 

 (3)神按著祂的形像創造信徒作為貴重、預備得榮耀的器皿，彰顯祂在榮耀裏的所是(創一

26，羅九21,23) 

來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為著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就藉著苦

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林前2:7 我們講的，乃是從前所隱藏，神奧秘中的智慧，就是神在萬世以前，為使我們得

榮耀所預定的；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弗1:6 使祂恩典的榮耀得著稱讚，這恩典是祂在那蒙愛者裏面所恩賜我們的； 

羅9:21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同一團泥裏，拿一塊作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作成卑賤的

器皿麼？ 

羅9:23 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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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與神的經綸內在關係(提前一4，弗一10) 
2.神經綸的執行 

 (1)基督的救贖滿足神榮耀的要求(羅三23～25，來九5) 

 (2)神藉著祂榮耀的福音，用祂永遠的榮耀，呼召信徒進入祂永遠的榮耀裏(林後四4，提

前一11，帖前二12，彼前五10，彼後一3) 

 (3)包羅萬有的基督住在信徒裏面，作榮耀的盼望(西一27,三4,11) 

 (4)信徒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主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林後三18) 

 (5)父神(全般恩典的神)在信徒裡面行動，使信徒有分於祂永遠的榮耀，成為神的榮耀(彼

前五10) 

羅3:23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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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1:11 這是照著那託付與我，可稱頌之神榮耀的福音說的。 

帖前2:12 要叫你們行事為人，配得過那召你們進入祂自己的國和榮耀的神。 

西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

成了榮耀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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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裡召你們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

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在神的經綸裏，神的榮耀與神聖啟示的高峰(神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功用上成

為神，但無分於神格)有關(約一14，羅八3,一3,4，西三4，來二10，啟二一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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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一(得榮耀)(主在約翰福音十七章的禱告) 

階段 
生命的一 

(約17:6～13) 
聖別的一 

(約17:14～21) 
在三一神得榮裏的一

(約17:22～24) 

要素 
在父的名裏，同著父神
聖的生命(約17:11,2) 

在三一神裏，藉著神聖的話
得以聖別(約17:17～19) 

在神聖的榮耀裏，為著三
一神的彰顯(約17:22,23) 

成就 主的復活 召會(生活) 新耶路撒冷 

根據 重生 聖別 釘十字架 

信徒
經歷 

接受父的生命 

藉著主的聖言，從神以外的
一切世界事物中分別出來，
歸給神 

藉著否認己，憑著基督作
生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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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 

約17: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約17: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約17:19 我為他們的緣故，聖別自己，使他們也在真理中得以聖別。 

約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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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篇 長成在主裏的聖殿 



9 

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與神的經綸內在關係(提前一4，弗一10) 
3.信徒完全得成全成為一 

 (1)主為著信徒在神聖的榮耀裏，為著三一神團體彰顯禱告(約十七22～24) 

  ①父賜給子的榮耀(兒子的名分，具有父神聖的生命和性情，好在父的豐滿裏彰顯父)，

子已經賜給信徒，使信徒成為一(在神聖的榮耀裏)(約十七1,5,22，弗一5,四18，約壹

五12，彼後一4，啟二一9～11) 

  ②信徒完全否認己，享受父的榮耀作他們被成全之一的要素，因而得被建造而團體彰顯

神(約十七22)   

約17:22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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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7:24 父啊，我在哪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哪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

榮耀，因為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約壹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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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慾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10 

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與神的經綸內在關係(提前一4，弗一10) 
4.神在召會中得榮耀(在召會中榮耀歸與神)(弗三16～21) 

 (1)信徒是照著神榮耀的豐富，得加強到裏面的人裏(含示神的榮耀作到聖徒裏面)(弗三16

，林後三18) 

 (2)榮耀同著神到信徒這裏，作到信徒裏面後，要同著信徒回到神那裏(弗三16～21) 

 (3)藉著雙向的交通，召會(宇宙中初熟的果子)就領頭把榮耀歸與神(雅一18) 

 (4)神在今世(召會的世代)、來世(國度的世代)，以及世世代代(永世)得著榮耀(太六13,29

，羅十六27，啟五13,二一10,11) 

 (5)神要在所有的世代得著榮耀，就必須在召會中，在基督裏得著榮耀(弗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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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闊、長、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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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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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6:13 不叫我們陷入試誘，救我們脫離那惡者。因為國度、能力、榮耀，都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們。 

羅16:27  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與這位獨一、智慧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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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與神的經綸內在關係(提前一4，弗一10) 
5.新耶路撒冷城有神的榮耀(祂的彰顯)(啟二一11,23) 

 (1)新耶路撒冷是神在永世裏團體的彰顯，帶著神顯出來的樣子，彰顯神在祂榮耀裏的形

像(啟二一10,11,四3) 

 (2)神的榮耀(彰顯出來的神)照亮新耶路撒冷 

  ①神的榮耀透過城照耀出來(啟二一11上) 

   Ⅰ新耶路撒冷乃是盛裝神並彰顯神的器皿 

  ②神的榮耀透過碧玉牆照耀出去(啟二一23,18上) 

   Ⅰ新耶路撒冷的光輝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啟二一11下) 

   Ⅱ神的榮耀在作為燈的羔羊基督裏，透過聖城的牆照耀出去(啟二一23,18上) 

啟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

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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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 

啟21:18上 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 

第九篇 神的殿充滿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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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與神的經綸內在關係(提前一4，弗一10) 
5.新耶路撒冷城有神的榮耀(祂的彰顯)(啟二一11,23) 

 (3)榮耀神就是以神為新耶路撒冷，將一切榮耀都歸與祂(啟二一22，羅十五5～7) 

  ①榮耀神就是得在新耶路撒冷有分(啟三12,二一11) 

  ②信徒只有在新耶路撒冷裏彰顯神，才真正是在宇宙中榮耀神(羅十六27，林前十31) 

 (4)信徒就是新耶路撒冷，要使神的榮耀得著稱讚(弗一12) 

  ①在永世裏，神的眾子要完全被神浸透，並要彰顯神(來二10) 

  ②神要藉著祂得榮的眾子彰顯出來(啟二一7) 

  ③宇宙中的眾天使和一切正面的事物，要頌讚彰顯出來的神(弗一12) 

啟21:22 我未見城內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為城的殿。 

羅15:5 但願那賜忍耐與鼓勵的神，叫你們照著基督耶穌，彼此思念相同的事， 

羅15:6 使你們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 

羅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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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或作什麼事，一切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啟21:7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 

弗1:12 以致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榮耀得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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