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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帳幕的執事(二) 

眞帳幕裏的大祭司 

康登
 

讀經： 

「那些成為祭司的，數目本來多，是因為有死阻隔，不能長久。這位既

是永遠常存的，祂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更換。凡靠着祂進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像這樣聖潔、無邪惡、

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祂不像那些

大祭司，每日必須先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祂只一次將自

己獻上，就把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後

起誓的話，是立兒子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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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23至八2）。 

「但現在基督已經來到，作了將來美事的大祭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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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永遠贖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

並母牛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況基督

藉着永遠的靈，將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照着天上樣式作的物件，必

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物去潔淨。因為

基督並不是進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

堂，如今為我們顯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帶

着牛羊的血進入聖所，如果這樣，祂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

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

死，死後且有審判。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當了多人的罪，將來

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救他們」（九11-14、

23-28）。 

「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從此等候祂仇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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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祂的腳凳。因為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十11-

14）。 

禱告：天父，我們來到祢面前，是奉着祢的兒子那位大祭司的名來到祢面

前。我們求祢開我們心中的眼睛，讓我們真的看見真的有這樣一位大祭司；

祂不但是榮耀的，而且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祂是祢的僕人，同時也是祢

的兒子。當我們看見祂在真帳幕裏這樣事奉的時候，我們實在帶着一個敬

畏的心。我們真是願意照着祂所完成的好好地活在祢的面前。求祢開我們

的眼睛，求祢從天上把祢自己的光，祢金燈臺的光，照亮在我們靈的深處。

求祢復興祢的作為，恢復祢在地上的見證。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我們這幾天聚集在主的面前，一起來思想「會幕」這件事。主為我們預

備了這麼大的一個筵席，好像我們就在這一個會幕裏面有一個大的筵席。

早上王弟兄把舊約的圖畫讓我們看見，這裏有一個十字架的啟示。下午彭

弟兄又把這個會幕中的器具，把基督的榮美顯給我們看。我們聚集在一起

來交通這個會幕真理的啟示，這啟示的基本原則是神要告訴我們，祂要在

這個原則上與我們交通。今天晚上我們再來看天上的真帳幕。 

主在地上恢復祂的帳幕的工作，祂願意在這個地上與我們同住，祂願意

在人的中間支搭帳幕；對神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降卑。今天早上我們的

弟兄說，神願意與我們交通，但我們受不了祂的同在，所以神必須先給我

們一個預備，讓我們在那個遮蓋的底下來完成。意思就是說，在某一種程

度上，神要把祂自己隱藏起來；然後讓我們能夠在神設計的這條道路上，

可以和祂交通。所以在四十年曠野的路上，神的帳幕一直是他們整個旅程

的中心，他們可以看見雲柱，也可以看見火柱。這些人看見神的同在，但

是他們害怕，不敢來到神的面前；希伯來書的受信人也一樣。 

眼見與信心 

希伯來書的作者有一個心願告訴猶太人，這些猶太人得救了，他們承認

耶穌基督是他們的救主，是他們的彌賽亞；卻來到一個危機時刻，他們害

怕進到神面前。他們不太敢靠着這個大祭司來到至聖所，因為他們有很多

包袱，因為他們有很深的背景，對聖殿，對律法，對利未人事奉的規矩，

有很長久歷史的傳統。然而這一切的外表，正在被神強烈地震動，神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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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把這些外表的東西全放下，為甚麼呢？因為神要教導他們的信心，藉着

信心看見所看不見的。所以作者告訴他們定睛於基督，說祂就在那個至聖

所裏，他們應該靠近祂。 

記得我如何教孩子怎麼騎腳踏車，做爸爸就知道，你陪着兒子跑啊。但

是他真正地會騎腳踏車，就必須放手，把抓住爸爸的手放掉，才能學會騎

腳踏車。女兒學游泳也一樣，她的腳必須離開地面，然後她發現她能飄浮

起來，能夠游泳。所以基督徒要學習在那個看不見的事情，靠着信心往前

走。在希伯來書裏面，作者就讓我們看見那一些在舊約中的人看見那看不

見的，這些見證就變成了這些人一生的盼望。他說：「信是所望之事的實

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當然，這裏所說的每一件事都是那麼的重要，比學游泳、騎腳踏車不知

道重要多少倍。因為他們所面對的將來，就是神要用羅馬軍隊來把一切猶

太人的傳統全部砸碎；所以作者說，事情的重點是：我們已經有了這一位

大祭司，祂已經升到高天，坐在至大者寶座的右邊。祂在真帳幕裏盡祂的

職事，這個帳幕不是人所造的，是神所造的。這幾天我們聚集在這裏，我

裏面的負擔就是把這個點出來。這封信本來是寫給猶太人的，但是今天對

我們這些外邦人也有意義。這卷書要告訴我們，神有一個盼望，要我們離

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 

我們有共同的軟弱，就是容易把信心放在那些外表上看得見、摸得着的

東西。不少人把信心建立在聚會的美麗建築物上；主可以在任何時間把這

個建築物毀了，人可以一下子來到一個大危機當中。當他們來到危機時刻

的時候，就發現地上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可以成為一個家，給他們永遠住在

那裏。有些人把信心放在某人身上，有的人把信心放在組織上面，或放在

其他的外表東西上。但是有一天，你會發現這一切都會過去。但是那一個

在真帳幕裏的，是藉着這一位可信靠的大祭司的手做的，是永遠長存的。

所以我們需要智慧，按照這個原則來建立神所要的。今天我們能夠真正達

到這個目標，是我們從神得着這樣的智慧和信心來看見那個看不見的部分。 

教會的建造 

今天我們所謂要建立主的教會，不能夠根據於所謂的一個模式或傳統。

今天如果有甚麼在地上，神能夠居住在那裏的，這必須要根據於天上真帳

幕來做的。這些日子聽見有些人喜歡這樣說：我們今天要按照新約的樣式

來建造我們的教會；我們不用「使徒」這個聖經中的名詞，我們今天用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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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語，就是教會的栽種者，這些栽種者都是按着所謂新約的藍圖來做的。

有這樣的書寫出來，如何按照新約的模式建造一個教會。其實你去看主耶

穌，祂不是去建造，是把現有東西都拆毀，拆到一個地步，連帳篷都沒有

了。 

早年有一個弟兄給我一本書，是倪弟兄寫的《工作的再思》。那個時候

我在學校讀一門課，叫做「保羅的職事—他的一生」，教授是一位非常

不錯的浸信會牧師。在那個課堂上，我把《工作的再思》作為我問問題的

題目。我說，聖經說到在教會裏有使徒，有先知等等。這個老師就說，現

在沒有使徒了。按照這本書，不僅有一個使徒，而且有很多使徒。他是錯

了。在啟示錄七封信裏，都有一個使者，那個使者就是牧師。所以我最後

相信我得到的這本書，而不相信那個老師所說的。這本書的確是一本好書，

你可以看得出來，神的靈在使徒行傳裏怎麼建立祂的教會。這本書你們讀

過嗎？現在已經沒有人讀書了。在那個前言裏面，倪弟兄說得很清楚，不

要把這本書當作手冊，或者當作一個建造教會的藍圖；我只是想藉這本書

幫助一些願意在主的工作上事奉的人的參考而已。 

我們如果好好讀新約，可以發現在新約裏面，找不到好像舊約的一個藍

圖。我們如果想要照着我們想像的那樣來建教會，神應該寫一本書叫哥林

多三書，告訴你教會應該這樣，一二三四等步驟來建造。但聖經裏找不到

這樣的模式。在聖經裏，你可以實際地看見主耶穌基督在各地支搭帳幕，

住在他們中間。你可以看見在五旬節那一天，有三千人聚集在耶路撒冷，

但他們那一天並沒有開一個課叫做如何支搭帳幕。他們知道甚麼呢？主的

名在他們中間，主的同在在他們當中，主的話在他們中間。那一個才是真

正活的真帳幕，神的靈從天上澆灌下來，主活生生地顯在他們中間。那裏

並不是因為有一個藍圖。 

當你真正看見主是這一群人的頭，祂設立祂的寶座在祂的至聖所，你就

會發現每一個都是活的。所以我們要來一同思想這個帳幕，要注意裏面的

警告。這個警告是說，如果我們造一個帳幕，卻是按着人的傳統想像，或

者一個宗派的作法，就一定失敗。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教會是一個屬靈

實際的反射，這個反射乃是根據主在這一群當中是一個真實的同在。我們

的主好像太陽，教會好像月亮，月亮是反射太陽光的榮耀。教會是那個帳

幕，而主的生命就是這個帳幕的生命。問題在這裏，當我們的注意力是在

那個教會，也就是說我們的注意力在看月亮的時候，其實你帶下的是一個

月蝕，你把陰影蓋起來了。我們把注意力放在這個帳幕的時候，人就有自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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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想像、自己的聰明，人的手就伸進去，這樣整個事情就變質了。 

舉個例子，希律所建的聖殿。以人的角度來說，希律所修的聖殿，可以

說是地上最美麗的聖殿。所羅門建的聖殿，比不上這個聖殿。希律美化這

個聖殿，把各樣最美的東西都放在那裏。他在那裏加了很多柱子、很多金

子，美侖美奐，看起來非常漂亮。希律拍着胸口說，我要建造最大的聖殿

給神。連門徒看見那個美麗的聖殿，都讚歎地說：看啊，這個美麗的聖殿！

這裏有一個問題了，神的榮耀曾經臨到這個希律所建的聖殿嗎？沒有。 

人所做出來的這些所謂很美的東西，加進去這些人為的東西，神從來沒

有把祂自己的榮耀降臨在其中。今天我們的神要得着一個真帳幕，我們的

主，要在這個地上建立一個真帳幕。如果神要在地上有一個見證，真的要

讓世人看見耶穌基督；當我們聚集的時候，我們願意對着神的真理真實，

如果那些領袖們有像基督一樣的性格，那當然，主一定祝福祂的百姓。你

們所在的地方，你知道有一些敬畏神的人，他們真的愛主，他們被神祝福，

他們看見一些亮光，他們也有一些果子。我們知道這是真的，因為神愛祂

的百姓。但是我們的主要找一個真帳幕，祂能夠住在他們中間。在天上的

真帳幕，祂可以住在那裏。 

在那個真帳幕，你可以看見有一個榮耀作為遮蓋，在那裏有神的光。在

神的憐憫中，神常常在祂的子民中間帶下復興。在地上，神常常在這些金

燈臺中間，把那個光點起來，讓我們看見我們的黑暗，我們就悔改。所以

看教會的歷史，神的的確確在教會中作這樣的見證。但是讀這些教會歷史，

你會發現當人的手在裏面作工的時候，神的同在慢慢就從裏面消失。 

我們的大祭司 

我們來到希伯來書第八章這個重點上，第一要緊的，他強調的是在天上，

我們主耶穌這位大祭司坐在寶座的右邊。我們剛才讀的不同經文，都有一

個相同點，是我們的主一次獻上，就完成了救贖。在這一次的獻上裏面，

把我們所有罪的問題都解決了。猶太基督徒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他們的

良心，他們常常覺得有罪。猶太人的基督徒沒有辦法來到神的至聖所，因

為他們良心上總是有控告。第九章十四節：「何況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將

自己無瑕無疵獻給神，祂的血豈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是「良心」），

除去你們的死行，使你們事奉那永生神麼」。 

他們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但如果犯了罪怎麼樣呢？第九章二十六節：

「如果這樣，祂從創世以來，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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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這是神做好的工作，祂把罪完全解決，在血

的底下被遮蓋。如果我們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洗淨

我們一切的過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應該清楚知道，主耶穌的救贖是完全

的救贖。如果我們在對這一個認識有任何漏洞，魔鬼就要從這個漏洞裏鑽

進來，把我們的信心搞垮。所以每當猶太人來到一些危機的時候，自然而

然就想應該做點甚麼，獻一點祭給神，那就能平安了。希伯來書的作者就

說了，千萬不要這樣，必須把眼睛注目在這位耶穌基督身上，祂是我們信

心的創始成終者。 

成聖的路 

講了那麼多，但不是他的重點所在；他的重點是要基督徒朝着那個完全

的地步而奮鬥，讓他們看見成聖的路是怎麼走的。第十章十四節：「因為

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 

我們再回到第七章，作者怎麼說的，他說：「凡靠着祂進到神面前的人，

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着，替他們祈求」（25節)。當然這是一

個我們個人的應用，但我要強調的是團體的見證。今天每一個基督徒的開

始，都必須建立在神已經完成的這個事實上。你們懂我的意思嗎？我們怎

能夠把這個救恩活出來呢？我們的起點是甚麼？是我們深深知道耶穌基督

已經完全地拯救了我們；然後從這個點把救恩活出來。 

加拉太書第五章，保羅說，要把你們的肉體治死；怎麼能夠把肉體治死

呢？起點就是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章所說的：「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然後才能治死我們的肉體。我們在屬靈的爭戰中，是不是直接面對

這個看不見的世界，來跟牠摔跤呢？不；我們是從山頂上耶穌的得勝那個

事實來看才行。同樣道理，今天我們要看見神的帳幕在地上建立起來，應

該怎麼辦呢？起點就是我們必須看見，在天上這個真帳幕是一個完整的。

我們在地上沒有辦法看見任何主的見證，除非我們看天上那個已經完成了。 

今天我們看地上的任何一個教會，能說一切都成功了嗎？不要從弟兄姊

妹的眼中來看；讓我們從事實來看，耶穌基督作了完滿的事奉。祂進到那

個真帳幕的時候，能夠坐下來，因為已經完成了，成功了。從主所成功的

作我們的起點。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看見基督與祂所完成

的工作，我們的信心就能夠有安息。他告訴我們，你要進入那個安息，那

就停下你的工作，像祂安息一樣。甚麼叫做信心的安息？是不是讓神去做

吧，我退休了？不是這個意思。乃是要知道神作成祂的工，現在祂要你來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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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祂有份。如果你能夠看見這個屬靈的實際，那你的信心就能夠有安息。 

第十二章，作者說，我們已經來到西乃山了，但我們唱的詩歌是我們朝

着錫安進步，有一天我們會走到那裏的。但事實上，你們要看的是，你們

已經在錫安了；不然，你們永遠不可能爬上這座錫安山。所以整個的神的

工作，是必須藉着信心看見那個看不見的，神已經作成的，那裏才是我們

的起點。 

把榮耀的教會帶出來的兩工具 

現在我們要睜開屬靈的眼睛從天上來看，到底我們現在怎樣開始呢？今

天神的見證是要顯在地上。但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說，既然神已經在天上

作好了，我們這些在地上的人不需要跟任何人在一起了，已經完成了，就

是耶穌與我，追求個人與主聯合，就可以了。如果只有主耶穌與你，你就

不需要建一個神的家了。然而神所要的是團體的見證。問題是我們怎麼跟

神配合。你相不相信主耶穌已經建成了祂那個完美的教會？今天我們所在

的是在時間裏面，不是在永遠裏面。今天在時間裏面，我們怎麼與祂配合，

讓這個見證能夠彰顯出來。 

我提兩點，在這個兩件事情上，神要讓我們看見祂在天上的工作已經做

好了，這兩件事情是甚麼呢？這位大祭司需要兩個工具，就能夠把這個榮

耀的教會帶出來。那這個工具是甚麼呢？當祂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從死裏

復活，祂就從天上把一個新的生命賜下來。這個新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祂

自己的生命，叫永遠的生命。所以主在約翰福音裏有一個偉大的宣告：我

來了，是要把生命賜給你們。這個非受造的生命，是從天上神那裏來的，

在你的裏面，在我的裏面。所以約翰在他的書信裏面告訴我們，這個非受

造的生命是父與子相交的生命，如今祂又把我們帶進到這個生命中，這樣

我們就與神相交了。這一個非受造的生命在你裏面，也在我裏面，因為是

從上面來的。憑着這個生命，把我們帶到上面去。這個生命不會失敗，不

會死亡，它能找到它的宗旨。神的目的就是藉着這個生命與祂的兒子相聚。

我們好像信不過來，但這是一個事實。 

希伯來書第七章也說到這個非受造的生命，二十六節：「像這樣聖潔、

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你相信你裏面有一個聖潔的生命嗎？一個

無邪惡的生命嗎？從罪惡中被分別出來的生命嗎？這個生命必須在我們裏

面被神組織出來，這個生命要成長，這個生命要被神的手來模造成祂兒子

的形像。我們這樣的人，居然能夠被神來模造成為，像祂兒子一樣。對你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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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可能容易一點；在我身上實在太困難了。所以從聖經的見證裏可以

看出來，這個生命做了許多無法想像的事情。我今天下午在默想的時候，

想到聖經裏面耶穌的出生是從猶大的支派出來的。猶大在雅各十二個兒子

裏面，他的一生實在一塌糊塗，他把他的兄弟賣到埃及做奴隸。像這樣一

塌糊塗性格的人，怎麼有一天像猶大的獅子，作耶穌的祖先呢？只有神有

這個本事。然後我想到大衛在山洞裏躲避逼迫他的掃羅時，有一群人來跟

隨他；這些人都是一些無賴。他們沒有賦稅，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他們在

社會上都是人瞧不起的黑道人物，這些人都跑到大衛的山洞裏面來了，但

是後來他們都成了勇士。因為他們被大衛的生命所影響。耶穌基督是我們

的大祭司，祂日夜為我們禱告，因為祂在我們裏面放了一個永遠的生命，

祂要作工在這個生命上面。 

神為着祂的見證還賜下第二個工具，那是甚麼呢？聖靈。我們有這一位

奇妙的代禱者，聖靈。羅馬書第八章有一句話說，我們生命中有許多工作

是因為聖靈在那裏作工的緣故。第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節：「況且我們的

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

歎息替我們禱告。鑒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着神的旨意

替聖徒祈求」。 

神從天上把聖靈打發來，在地上為祂的兒子預備一個新婦，祂就興起各

樣的環境在我們身上作工，要把我們作成一個合祂心意的人。我們用這樣

的一個語言禱告，聖靈用說不出的歎息又在那裏禱告。我們的禱告說，神

啊，救我脫離這個可怕的時刻；但聖靈說，再加幾度上去。所以你會發現，

聖靈常常把我們的禱告再翻譯一次，把我們的禱告變得更有效。所以聖靈

是在教會裏預備很好的環境，讓我們受訓練。那些與你聚會的人正在造就

你，他們正在幫助你，訓練你的耐心，訓練你的長久忍耐。祂教你怎麼看

那個看不見的，而不要看他們。神實在做奇妙的工作。 

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保羅說到教會的建造，提醒我們怎麼用金銀寶石

建造。但是他講到第十六節，基本上是講到人；但實際上不是講我們個人，

是說團體；「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我們必須

把眼睛從看得見的部分，轉移到看不見的部分，你要看見聖靈正在做工。

祂要把我們做成「一」，成為聖潔，把生命表現出來。讓我們看見神的光。

這些會發生，是因為大祭司一直為我們禱告。 

當我們開始聚集的時候，便看見神的恩典常常傾倒在我們身上，那段時

間我們看見神做了很多很大的事情，慢慢我們開始有問題了，我們彼此之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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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磨擦，或者經過一些逼迫，但是我們要認識這是聖靈許可，是神用的

一些方法。在我們中間，有一些人是比較屬肉體的，他們希望每天過着快

快樂樂的生活，不錯，聖靈是要我們做一個喜樂的基督徒。但神的話告訴

我們，當我們去經歷極大的難處和困苦的時候，你要在主裏面喜樂。我們

現處於末世，我們會遭遇很大的壓力，神要藉此讓我們達到完全。每一件

神許可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每一次神的手下來的時候，都要從某一個角

度把我們模到像祂的兒子，沒有一件事是白費的。這每一個神作的事，最

終的結局都會留在新耶路撒冷。如果你真的看見：在新耶路撒冷，你是那

個透亮的、寧靜的寶石，那你會為神今天在你身上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感

謝神，因為祂正在作工。 

仰望耶穌 

地上的這個帳篷，神要讓祂的兒子在我們身上彰顯出來。重點是神怎樣

做工，把這個地上的帳幕拼在一起，然後讓神能夠住在我們中間呢？重點

就是我們有一位大祭司。如果你是一個事奉主的工人，你在拼着老命地幹，

卻沒有看見耶穌在這個地上所成的事情，你就會灰心；除非你把眼睛往上

看，聽見這位主向你說，已經作成了，把你分別為聖。在永世裏面，祂已

經得着榮耀，祂已經把那個永遠的救贖完成了；讓我們注目在祂身上，祂

是使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那一位。祂因為看見那一個極大無比的榮耀，就

忍受了至暫至輕的苦楚。我沒有辦法告訴你們時間，我們離那個完美還很

遠，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已經差不多了。要堅持信心，要看見眼睛看不

見的那一位，看見祂完美的工作，以這個作為我們的起點。求主幫助我們。 

禱告：主，祢的生命在這個帳幕中，祢在我們中間設立祢的寶座，我們要

看見這個事實，我們要看見祢的同在、祢的管理、祢的代禱、祢在我們身

上所做的成聖的工作。我們的大祭司，祢既在我們中間站立、行走，求祢

點亮祢的金燈臺，讓我們看見屬靈的真實，是為着祢自己大祭司的榮耀。

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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