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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帳幕的執事(一) 

真帳幕是神所支的  

 康登 

前言  

靠着主的恩典來到今年第二十八屆西岸特會，過去大部分我都參加了，

和年輕人在一起。那些年間，我常常坐在後面聽弟兄們交通。我實在高興，

今天我能站在這裏。希伯來書十三章十四節：「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

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過去二十八年我們聚集，好像在帳篷裏，因

為在地上我們沒有長遠的家。這一次我們在所多瑪這個山谷裏聚會。我們

並不住在這裏，乃是在這裏支搭帳篷，我們裏面被吸引來到這裏。我們的

主題是帳幕。這個帳幕是一個愛的故事，表達神願意住在人中間。這是吸

引我們的原因。 

我們的主一直有這個盼望，所有人能夠跟祂在愛裏面聚集在一起。神

這樣的大愛，藉着帳幕的思想來啟示我們。聖經對這點有許許多多的記載，

故此，第一位弟兄會照着舊約裏面，神啟示給我們的會幕來說明。第二位

弟兄會從新約裏面，從主耶穌的本身，思想這會幕，作更深層次的交通。

第三位弟兄會從更美的約，從約的角度來看。第四位弟兄會從啟示錄的眼

光，就是永世裏面，說明神的帳幕怎麼表現。弟兄們給我兩節聖經，為最

後的結語交通。 

讀經： 

「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經

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寶座右邊，在聖所，就是真帳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

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來八1-2）。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聚集在祢的面前，祢是我們的大祭司，我們敬拜讚

美祢。因為是祢自己來到我們中間支搭帳幕。我們看見祢的大愛，祢把我

們聚集在一起，我們根本不配這樣的聚集，祢居然在在人的中間來支搭祢

的帳幕。因為靠着祢的恩典，這樣的揀選。所以我們求大祭司今天把祢的

生命的供應賜下來，加添我們每一個人疲乏身體的力量。我們求祢更新我

們裏面的心思，讓我們一生一世都住在祢的帳幕中。求祢把這樣的意念賞

給我們。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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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間有些人已經這樣聚集好多年了。四十年前，就在這一天，我

碰到彭弟兄；那時我們是靈性上的小朋友。我也遇見江弟兄，在我這樣短

暫的人生中就碰到這兩個弟兄。四十年前，我在北卡州一個教會做牧師，

就在那段時間，江弟兄把這一個天上的光帶給我，聽見天上有這個真帳幕。

在那個時候，靠着主的恩典，主開了我的眼睛，看見光。自那以後，我成

了一個在營外寄居的人。我們這些年也經過許許多多地方，在不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交通神的話語。在地上，我們永遠找不到自己的家，

我們從神得着許多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來自不同的地方，有自

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但這些都不是我們永遠的家；因為我們的家是

在天上。我們等候主回來，因為祂正在建造祂的家。祂回來之前，要把這

個房子的頂石放上，這個建築就完成了。 

在座有些弟兄們有一個願望，希望能照着天上的樣式來建造這房子；

也參加了許許多多的特會，來認識神的心意。但是我們實在要在神面前謙

卑，我們的進度太慢了；因為我們犯了許許多多的錯誤。但無論如何，主

依然住在我們中間。所以我今天的禱告是說：主，求祢今天晚上讓我們能

摸到這個天上的真帳幕，是神所支的，不是人所建的。在今次聚會裏，弟

兄們安排我在第一個晚上講，盼望在座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從心裏堅信主耶

穌自己所說的：「我要建造我的教會」。 

我深深相信主耶穌愛我們，為我們捨己，要把祂的教會建造到一個地

步，是沒有瑕疵，沒有皺紋，沒有玷污，能夠獻給祂自己。靠着主，我們

站在這個立場上；主所應許的，祂一定作成。今天我們在地上這一群人，

主有一個願望，就是能夠在我們中間支搭祂的帳幕。如今開始的時候，我

們就從主所願的這個話來說，要把這個真帳幕的話語擺在弟兄姊妹的面前；

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是被地上周遭的事物所限制，甚至我們的眼光常常只

注意我們那個小小的聚會而已；故此我們要把我們的目光從地的水平挪開，

來真正認識神在天上已經作成的是甚麼。 

保羅對歌羅西的聖徒們說，如果你們已經與基督一同復活，就應該思

想天上的事，不應該思想地上的事；把你們的整個的愛、整個的思想都注

目在天上，而不是注目在地上，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是藏在基

督裏，當祂顯現的時候，我們都要像祂。 

從保羅的話裏，就知道保羅要教導歌羅西的聖徒有這樣的焦點：我們

必須從地上的人、事、物，轉到神已經作成的事。當然我們每一個人今天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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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活在地上，有當盡的本分，也需要稍微思想地上的事，由于思想的重點

不在地上，難免想得不周全，然而我們所忽略的部分，神也會及時的提醒

我們，其實不會影響我們思念天上的事。希伯來書的作者鼓勵聖徒們，我

們要往上看那個天上的真帳幕。雖然我們的身體在地上，在這個暫時的帳

幕裏，但是神要我們的眼睛注意在天上神為我們作了甚麼。在我們還沒有

講神早年怎麼把會幕啟示給猶太人的時候，讓我們看看這個天上帳幕的本

質。 

天上的真帳幕 

第一，甚麼是帳幕？希伯來書第八章二節：「在聖所，就是真帳幕…

這帳幕…」，甚麼是帳幕？那是一個遮蓋，是一個帳篷，更準確的說，這

是個神與人相會之處。在舊約，神曾經啟示過一個帳幕給猶太人。在這句

話裏，重點是這個帳幕是主所支搭的，不是人所建造的。在神沒有把這句

話啟示我之前，我當年的理解，教會是神的子民在地上組建的一個東西；

只要我們好好在地上把這一群人教導好，讓他們在屬靈上成熟，我們的工

作就完成了。那個時候，我不知道教會是跟天上的真帳幕連在一起的，這

個帳幕的起點是在天上的。 

希伯來書第八章五節：「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

如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蒙神警戒他，說：『你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這是很特殊的一件事。那一天，神把

摩西帶到西乃山上，他就看見天上的真帳幕。他看見的是真帳幕的一個影

像，一個形狀，摩西把所看見的忠心在地上造了一個。感謝主，摩西很忠

心地照着山上的樣式來造這個會幕，那個地上的帳幕是完完全全仿照天上

的樣式造成的。在摩西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可能不知道神要求他這樣做，

是要藉着地上的帳幕來表明耶穌基督的豐富。但今天當我們在地上看會幕

的每一個部分的時候，我們卻從新約裏了解我們的主在祂的豐富裏所要啟

示給我們的真理。在地上的教會，不僅僅是把神的兒女聚集而已，這個聚

集必須跟天上的本體連上關係才行。我們在地上，是罪人，並不完美，這

是事實；我們這些不完美的人聚集的時候，因為跟天上的實體連在一起，

所以人看見我們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故此每一個基督徒，對天上的本體

必須有一個透徹的認識，這樣為主作見證的時候才準確。 

真帳幕是神所支的；祂甚麼時候支搭的？在創世之前。第九章十一節

再說了一次這個真帳幕：「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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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屬乎這世界的」。這裏

講到一個奧秘：神是永遠的神；在還沒有創造宇宙之前，祂在永世裏老早

就支搭了這個帳幕。這個帳幕是為着永遠所造的，是為着交通；那個交通

就是父與子的交通。第十一節說，這是一個完美的神的作為，而且說是一

個更大的帳幕。更大是相對於地上那個小的帳幕。這一個在天上的帳幕是

永遠的帳幕，是神支搭的，那裏有神的愛，神的交通。 

真帳幕的奧秘 

真帳幕看起來像甚麼呢？當然用我們的頭腦是很難去想像的。在啟示

錄第四章，我們可以大概窺見一點，起碼可以看見這個真帳幕的一部分：

寶座。這裏就是真帳幕的至聖所，因為神在這裏。在寶座的周圍有四個活

物，原文是有四個活的。那啟示我們，在神寶座前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活的生命。一個帳幕一定有一個頂蓬，甚麼是那個頂蓬罩子呢？就是神的

榮耀；神的榮耀籠罩着整個帳幕。那麼裏面的實體是甚麼呢？那個聲音，

就是聖哉！聖哉！聖哉！在那裏有完美的交通。一直如此，而且到永遠都

是如此。這個是永遠愛的交通，已經存在天上。 

我們怎樣進入這個奧秘呢？有一天，當時候滿足，神的兒子降世，道

成肉身，在地上支搭帳幕。那些注目主耶穌的人，就發現在祂身上會看見

榮耀，看見生命，看見恩典。在耶穌的身上，我們就看見那個真帳幕。用

主耶穌來到人中間啟示給我們，這不是很奇妙的思想嗎？祂不但來到我們

中間，而且死了，又復活了。在啟示錄第五章，我們看見有一個新的事物

發生了。神給我們看見一個真帳幕，那是一個活的、榮耀的、有生命的、

完美的，在啟示錄第五章，神在裏面加了一個新的形容：「剛剛被殺過

的羔羊」。在人的歷史裏，這個神的羔羊曾經在地上被殺，然後祂從死

裏復活，升到神的寶座那裏，坐在支搭寶座者的右邊。所以在那一刻，我

們看見耶穌在地上那一段時間，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一件事實，加在這個

真帳幕裏面。 

在神的完美中還能加點甚麼呢？那裏已經甚麼都有了。很希奇，在那

個天上本來已經完美的事實裏面，神把祂兒子在地上所成就的那個部分加

到那個完美的裏面去。甚麼加進去了呢？那個加進去的部分，就是祂帶着

許多兒子進到榮耀裏。所以這個交通就更奇妙更豐富了，充滿了更多的生

命。所以當耶穌得到了那書卷的時候，所有的天使都在那裏敬拜讚美神。

這裏有一個真帳幕，那是過去有，現在有，將來還要有的。所以我們看見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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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示錄裏面，主耶穌把在地上祂所完成的這一部分帶到天上的真帳幕裏

面，然後朝着永世新耶路撒冷而去。 

今天我們在地上傳福音，感謝主，有人得救，就有一塊活石被加在帳

幕裏。在地上，聖徒們受了苦，這些石頭就變成寶貴的石頭，加在真帳幕

裏。這是個奧秘。所以我們知道今天地上基督徒所發生的每一件事，在天

上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於每一個聖徒在地上的生命被神所摸到的、所

做的、所造就的，都要加在那個真帳幕裏面。讓我從兩個角度來說明我講

的這個奧秘。 

奧秘的說明 

第一個角度是主耶穌基督本身。祂是神獨生子的身份，一直跟父在一

起有完美地交通。希伯來書第一章說，這位在父懷裏的獨生子，永世中一

直跟神有完美的交通。祂的奧秘是甚麼呢？道成肉身到地上來了，藉着在

地上所受的苦難，祂學了順從，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從死裏復活。祂升天

的時候，是人子的身份出現在榮耀裏。所以在那個時刻，我們看見的耶穌，

不但是神的兒子，同時也是人的兒子，同時出現在這個奧秘中，來表現神

的榮耀。以神子來說，祂過去如何，將來還是如何；但是這一刻，我們看

見一個新的成分，就是人子的成分。藉着這個地位，祂要帶着許多的兒子

從地上去到天上。 

第二個角度，今天我們都在地上支搭帳幕。我們盡努力想要建造，是

非常不完美的。無論如何，神作工在我們的身上，祂所成就的那個部分，

都放在這個真帳幕裏。每一個被主所拯救的，然後又被主所甄別的、所塑

造的，神都把他們放在這個真帳幕裏。每一個寶貴的工作，每一件神所做

的事，都被當作一個寶貝放在這個有份於永世的真帳幕裏。 

以弗所書第二章說，在地上有一些事正在進行，有一個房子正在被建

造，有一個殿正被建造。第十九至二十二節：「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

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你們也靠祂同被建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這段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一面被神建造，也同時在祂裏面增長。這是神的作為，同時神老早做

好了。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必須清楚明白我們的起點在哪裏；我們今天在地

上要建立這個帳幕的時候，必須知道我們的起點，清楚了，祂才能住在我

們中間。第一要素就是說，神已經在天上作成了甚麼，這是起點。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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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歷史裏的工作 

這個神的建造，我們要從歷史裏面，看神過去做了甚麼，這樣來理解

祂的建造。主愛我們因為我們是祂的教會。我們回頭看看教會成長的歷史，

還有我們自己這個小小教會的歷史，我們在神面前，實在只有謙卑。為甚

麼這個新婦一直沒有準備好呢？二十八年來，我們一直照着這個負擔，年

年講這個題目，可是我們的進展卻是如此的緩慢。我們回頭看過去教會的

歷史，是上下起伏的，我們常常搞不清楚，為甚麼是這個樣子呢？而我們

讀的希伯來書第八章，那個真帳幕的實體是甚麼？我們要找的那個天上的

實體，今天在地上看得見嗎？今天晚上要讓弟兄姊妹來看耶穌的信實，因

為聖經告訴我們，我們的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邊。明天晚上我們講到這

位大祭司為我們禱告。 

現在我要強調這位在天上的大祭司是為我們做的。看這兩千年的歷史，

我們天上的這位大祭司，常常去恢復神要得着的那個寶貴的真理見證。天

上的這位大祭司在歷史中，把金燈臺啟示的亮光向我們地上的人啟示。我

們不知道主怎樣做，但我們知道祂是信實的，一直在這個歷史中，為祂的

教會代禱。所以在這個歷史中，祂不斷地要恢復的，常常是我們所失去的，

不管是祂自己的生命，祂的榮耀，祂的恩典，一步步要恢復起來。所以這

位大祭司就一直不斷地向地上的兒女啟示祂自己；每一次祂啟示自己的時

候，我們就能經歷那個實體。 

簡單地說，例如第十五世紀的時候，馬丁路德那批聖徒們所做的恢復

工作。那個時候，教會是在黑暗裏面，但是神藉着這些弟兄帶下一些屬靈

的光。馬丁路德有一天在啟示裏面，認識了因信稱義；是主耶穌的犧牲，

完成了這個救恩。於是他開始傳這個靠恩典得救的真理。從歐洲開始，在

北歐，這個真理的光開始照亮出來，許多人蒙恩。用地上帳篷的啟示來說，

馬丁路德所恢復的是帳幕外面的銅祭壇。那個靠恩典得救的真理被蒙蔽了

幾百年，終於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候，光來到了，我們的弟兄發表了這個真

理。所以在第十六世紀的時候，福音這個部分就恢復了。經過這些弟兄們

的見證，很多新的聖徒被拯救，他們被加在這個真帳幕裏面。 

過了兩個世紀後，有一個弟兄名約翰衛斯理，他是怎樣得救？是被一

群莫拉維亞（Moravians）的聖徒把福音傳給他而蒙恩的。衛斯理這一群

弟兄所看見的光，又超過了前面的光。他不但看見得救是靠着恩典，更進

一步看見，主藉着聖靈使我們成聖。因為神給了約翰衛斯理這個亮光，他

就開始傳講每一個基督徒要透過聖靈成聖，把我們往前帶進一步。用會幕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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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來表達，衛斯理把我們基督徒對會幕的認識，從銅祭壇到了洗濯盆。 

再過了一百多年，又有另外一班弟兄，今天稱之為「弟兄們」，他們

又得了新的光、新的啟示。經過那個啟示，他們開始傳講這個會幕、聖所

裏面的一些物件所表明的見證。這群弟兄們在主裏面能夠彼此相交，分享

基督的豐富，就好像會幕裏陳設餅的桌子。他們聚集在一起讀經，查經；

每一個參加聚會的人都有份於這個讀經。他們在這樣一個交通裏面，發現

大家在一起都有份於神的桌子，不需要一個所謂的聖職人員來帶領。此外，

這些弟兄們從神得到一個新的、很大的亮光。在那個時代裏，很少人明白

主耶穌第二次來的真理，主特別讓這群弟兄們對主耶穌第二次再來的真理

有很深刻的理解。他們從神的話語裏面看見新的光，就像聖所裏面金燈臺

的光照出來一樣。 

在不同的時代，神藉着不同的弟兄們，逐步地恢復了真理，由此我們

學到兩個功課。神復興的工作，是藉一些弟兄從神得着一個光，看見甚麼

是屬靈的實際。只有當弟兄姊妹從神得着這個啟示的光，然後這群人再把

這個光發表出來，活在這個實際中。我們可以在理論上來談很多的教義；

但是，如果有一群人真正活在神啟示的光中，那是更加的寶貴。主耶穌在

約翰福音裏面作見證：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他們要

看見生命的光，並得着生命的光。主不僅是說祂在地上的日子是光，祂本

身一直是光；所以我們能夠行在這生命的光中是首要之事。如果能夠看見

這個聖所裏的金燈臺，是那樣明亮地照耀的時候，那麼一切都清楚了。 

要付代價 

第二個功課，在歷史中，神恢復的工作，要能夠保持在這個光中的實

際，牽涉一個代價的問題。這些人願意恢復聖經中的光的啟示，必須要對

這個啟示付一定的代價。他們在這個光中行走，能夠與眾人分享這個實際，

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有一個順服真理的心。他們必須彼此認罪，然後要

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靈。要行在光中，要非常謙卑的。回顧我們這個漫長

恢復的歷史，就會發現人的軟弱就是驕傲。神本來給我們的是啟示的亮光，

到了我們的手裏變成了一項教訓，然後又把這個教訓變成傳統。所以我們

看見，我們學了真理的知識，然後把這個真理的光當成教訓來教導人；但

是那個實際，我們卻不願意付代價去操練，結果變成死的理論。 

基督教裏面有不同的宗派，每一個宗派的開始都有一個從天上來的啟

示。但是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些啟示都變成了一個舊皮袋，生命沒有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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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看見的都是一些真理的影子。所以我們看見這些歷史的事實，就

當在神面前謙卑。神的百姓有一個非常好的動機，他們看見天上的光，而

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過是天上的一個影兒；所以越看見這件

事情，越應該謙卑在神的面前。我們常常以我們所有的為滿足，卻不知跟

神所要的還差得遠呢。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今天像是從一個鏡子觀看，模糊不清，看見了一

些光，但只不過是一個影兒，跟天上有關係，只是一個部分，我們需要更

大的看見。記得主耶穌有一次醫治一個瞎子，祂按手在他身上，問他說，

你看見甚麼。那瞎子說，我看見人走路，像樹一樣。我們今天看天上的會

幕，是個模糊不清的樣子；我們需要神帶我們有第二次的看見。 

主已經在歷史裏面，不斷地做恢復的工作，我們現在回頭看得很清楚。

從馬丁路德身上，我們看見神藉着他恢復了因信稱義的真理。可是另外，

不管是主的桌子，還是受洗，他都是按老傳統，按天主教裏面的傳統精神

延續下來。 

我們都相信主的回來很近了。如果祂還躭延，躭延了一百年，一百年

後人看我們這群人，他們會有一個感覺，會看見一些東西，但還有很多東

西沒有看懂，今天我們看歷史也是這樣的。為甚麼有些東西他們看不見呢？

所以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我們到底看見主在天上的那個實體是清楚的嗎？

所以我們禱告主在這一個禮拜給我們每一個人有光。實在感謝主，給我們

這個機會一起來思想這個真帳幕的事。我們極需要智慧與啟示的靈，把這

個神的光看得清楚。 

另外一面是說，當神把天上的實體啟示給我們的時候，我們願不願意

付上代價走上去呢？在希伯來書，主藉着這位作者把一個極大的光啟示給

我們：神有一個心願，就是盼望我們能進入幔內；過幔內的生活，又必須

出到營外。出到營外，對於猶太人來講，必須付極高的代價。所以，如果

我們要進到真理的實體裏面去，我們必須付極大的代價。不管是離開宗派，

離開傳統，離開一切攔阻我們的「營」，這樣我們才能在營外真正遇見

這位主。 

這一次的聚會，如果我們能夠看見這個真帳幕，和這個真帳幕裏面的

大祭司，是非常寶貴的一件事。你願意看見這個啟示嗎？在我們中間，可

能有很多人參加很多次這樣的特會，你看見過一些事情，你願意再一次得

到更大的啟示嗎？主回來的日子很近，我們深深地相信，主仍然在這個剩

下不多的時間裏面，要把一些祂要得到的，帶到那個真帳幕裏去。那麼神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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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恢復是甚麼呢？我們中間的年輕人要看見的光，不是一個希奇的教訓。

神在歷史中所做的這些恢復真理的工作，其實都不是新的，只是你把它放

在一個陰暗的地方，你讀的時候沒有讀懂，可是光來了以後，這陰暗被趕

掉，光就出來了。所以在啟示錄第一個異象裏面，你看見主在七個金燈臺

中行走，這代表小亞西亞的七個教會。今天我們是不是願意這樣禱告，主

啊，求祢這個時候來到我們中間，把這個光照亮我們。神可能要打開一些

東西，透露一些事情，叫我們去跟隨祂。我們應該在神面前有一個悔改，

然後才能有較豐盛生命。我們多麼渴望得到祂的豐盛的生命啊！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雖然很不完全，卻在這個地上為祂做見證。在這些

不完美中，最寶貴的是祂的生命能藉着我們來發表，這是我們在神面前的

安慰。我們再一次有這機會聚集在神的面前，我們不是帶着一個自我滿足

來到神的面前，乃是帶着一個飢渴慕義的心。只有主自己能夠把祂的光賜

給我們。所以我們大家應該迫切的禱告，求主藉着這些弟兄們講主的話的

時候，神的光向我們啟示出來。 

禱告：主啊，我們實在感謝祢，我們實在嘗到主恩的滋味是多麽的美好。

但愿我們被天上的光的實際來摸着。我們何等渴慕住在耶和華的殿中，來

向神求問，來在祢面前默想。我們祈求在這個禮拜我們聚集在祢的面前時，

祢開我們的眼睛，用天上的實際摸我們，恢復祢的見證、祢的帳幕，恢復

祢的工作。奉耶穌基督寶貴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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