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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幕在新約中的實現(一) 

道成肉身支搭帳幕在人間 

彭廣純 

 

讀經: 

 

「道成了肉身，住（“住”的原譯是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

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 

 

「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因為有預備的帳幕，頭一層叫

作聖所，裏面有燈臺、桌子和陳設餅。第二幔子後又有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

有金香爐（或作「壇」），有包金的約櫃，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

的杖，並兩塊約版。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這幾件我現在不能

一一細說」（來九1-5）。 

 

「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總不能藉着每年常獻一

樣的祭物，叫那近前來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基督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

神啊，祭物和禮物是祢不願意的，祢曾給我預備了身體，燔祭和贖罪祭是祢

不喜歡的。那時我說：神啊，我來了，為要照祢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上

已經記載了」（來十1、5-7）。 

 

禱告： 

我們親愛的天父，我們實在感謝祢給我們這次機會一同聚集在祢的面前。主

啊，每次我們來看關乎祢會幕的這件事，我們就希奇祢的智慧、祢的心意，

還有祢所完成奇妙的作為。最奇妙的就是祢打發祢的兒子來，使我們能夠明

白會幕的意義。所以主啊，我們向祢禱告，今天願祢的靈與我們同在，開我

們的眼睛，讓我們能夠看見會幕的奇妙和它真實的意義，都在祢的兒子，我

們主耶穌基督裏。願所有的尊貴、榮耀都歸給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弟兄姊妹，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們聽見關乎會幕兩次的交通。我所

承受的托負是講到「會幕在新約裏實際的成全」。昨天晚上，康登弟兄交通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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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真帳幕是屬天的，是神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今天早晨，王弟兄交通

到神對會幕原初的心意。這些都是啟示。我所受的託付是講到它的實現。所

以我要給弟兄姊妹們講一些事實。今天這堂聚會，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主耶

穌基督是道成肉身，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神心中原初對於會幕的意念，當

主耶穌到地上來的時候就都應驗了。祂向我們把它實現，讓我們每一個人都

能夠明白；祂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能進入。明天的交通是這事情的另一面，和

教會有關。因為主耶穌說到，你們將這殿拆毀，三天之後我要建起來。這是

與神要在教會中與人同住有關係。 

 

王弟兄今天早晨所交通的，我總結了三點，跟我們現在要交通的有關。

第一點是神有一個意願，祂要與人同住（出廿五8）；第二點是神在會幕中，

在約櫃那裏要向我們說話；第三點是主、我們的神要行走在我們當中（利廿

六）。神說祂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所以，祂要與我們同住，

要與我們說話，祂要我們成為祂的百姓，祂心中的珍寶，祂自己珍貴的產業。 

 

舊約時代，神的帳幕在愛神的人心中為寶貴 

我們看舊約的歷史，以色列人常失敗，但是神的帳幕是在那些愛神的子

民心中。他們可能是先知，可能是君王或首領，也可能是餘民。例如約書亞；

在曠野的日子，約書亞喜歡停留在會幕中，單獨地與神同在。神在會幕中這

個意念抓住了他，所以他寶貴主的同在。 

又如撒母耳，他的一生都與會幕相連。他在神的家（會幕）中長大。那

裡是以利和他兩個兒子生活和事奉的地方，對撒母耳來說，那是非常痛苦的

經歷。當他長大以後，他一生的目標就是要恢復會幕事奉的屬靈實際。他說

了一句話，一直留在我們的心中。他說：「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

的脂油」。他對於外面的形式一點興趣都沒有，他的興趣乃在屬靈的實際。

他真正摸到了神的心，他要聽主的話，並且他要順服。 

接下去，我們看見大衛。大衛愛神，要為神建造居所，但是神不許可，

他卻仍然非常喜樂地為着神的家作預備。不僅他得着神家的樣式，甚至得着

神家的基址，他也為着聖殿預備了所有的材料。不僅他自己這樣做，他又鼓

舞所有以色列官長和百姓都如此行。 

大衛的兒子所羅門作王後，在基遍的邱壇獻祭。那天晚上，主在夢中向

他顯現，他就回到約櫃那裏，在那裏獻祭。所羅門對於神家的意義有極深的

認識。他向神禱告說：天和天上的諸天，都不夠祢居住，何況我所建的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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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然而祢的名要在這裏，祢的眼目要在這裡，祢的耳也要在這裡。主以後

回應他的禱告，說：我的心也要放在這裡。所羅門看這殿是所有人能向神禱

告的地方，他另外有一個極深的認識，他對主說：在這裡求祢也垂聽外邦人

向祢的禱告，好讓他們認識祢的名，敬畏祢，像以色列一樣。 

以後的年代中，以色列的屬靈光景衰敗了。 

 

主耶穌來，道成肉身支搭帳幕在人間 

再過許多年，主耶穌來了。剛才讀過的經文說，道成肉身，支搭帳幕在

我們中間，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

這是一個啟示。然後，「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充充

滿滿有恩典，有真理」。這是約翰的見證。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我們弟兄們講到啟示。康登弟兄講到主耶穌基督

就是真帳幕，是在創立世界以前就有的。王弟兄今天早上講到祭壇；祭壇是

獻贖罪祭和燔祭的地方。啟示錄第十三章八節說到在創立世界以來被殺的羔

羊，所以神對於會幕的意念是遠在出埃及記之前。沒有一件事能夠適當地表

達祂的意念。地上的物件不能表達祂的意念；只有一位，就是祂的獨生子，

把祂的意念豐滿地表達出來。那意念在出埃及記以前極早的時候就有了。 

希奇的是，當主耶穌來的時候，會幕中所有事物的意義，在耶穌的身上

都變成了真實。有些人看見了這事實，包括使徒約翰。他寫約翰福音的時候

已經九十多歲了，他說會幕就是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這不僅是他得到的啟示，

並且是他實際的觀察和經歷。 

所以當我們來看會幕，當我們了解會幕裏面各樣物件和主耶穌基督的關

係，願我們的主和聖靈來激動我們的心，叫我們能夠經歷祂。正如使徒約翰

經歷了，說：我們看見祂的榮光，正是父懷中獨生子的榮光，充充滿滿有恩

典有真理。弟兄姊妹，這是我們要經歷的，好使我們能告訴人說：耶穌基督

來了，祂裏面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會幕裏面的物件，真正是表明主耶穌。 

會幕裏面的物件 

我要帶大家從會幕的外面進到裏面，一同看會幕裡的物件，它們都說到

主耶穌。進一步說，歷世歷代人是如何經歷主耶穌的，我們如何經歷主耶穌

的。  

贖罪祭和燔祭 

關於祭壇，我不多說，因為我們的弟兄們已經交通過了。我只要提，每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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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主日我們來到主的桌子面前，在那裏看見甚麼呢？看見主耶穌是我們的

贖罪祭，祂為我們的罪成了贖罪祭。並且我們也看見祂就是燔祭。許多時候

我們要事奉神，願意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願意作主的奴僕，卻不知道如何

做，我們身上背了各樣的包袱。主耶穌在這裏，我們所需要的只是注視祂，

然後我們就會甘心情願地說，我把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洗濯盆 

洗濯盆，在舊約時代，祭司在那裏洗濯自己。今天主耶穌已經做成了這

件事情，祂告訴我們，祂用水藉着道將祂的教會洗得潔淨。所以親愛的弟兄

姊妹，我們怎樣來潔淨自己呢？保羅說，主耶穌要潔淨祂的教會，是用水，

就是祂的生命和藉着祂的話洗淨了我們。弟兄姊妹，這對於我們是如此的真

實。 

陳設餅 

然後我們進到聖所，在右邊我們看見陳設餅。昨天康登弟兄說這象徵我

們與主的交通。今天王弟兄告訴我們，這是生命的糧，我們吃了就成長。弟

兄姊妹，這都是非常的真實，我們可以經歷。許多時候我們有愛宴，有時在

弟兄姊妹的家裡，有時在聚會的地方。愛宴是一同吃，當我們離開愛宴的時

候，若是和主之間沒有任何的連結，那是何等讓人失望的事！在愛宴中間，

若是食物很簡單，但是主在那裏，那就是我們唯一所需要的，我們可以快樂

地回去。這是我們的經歷。 

在老底嘉的教會，他們向着主關了門，主必須在門外叩門。為甚麼祂叩

門呢？因為祂要進來，要與我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就是一同吃，同時與我

們有交通。弟兄姊妹，這豈不是非常真實的嗎？ 

金燈臺 

在聖所的左邊，我們看見金燈臺。燈臺非常沉重， 約有七十磅，非常的

美麗。最重要的是，今天早晨王弟兄告訴我們，聖所裏面實際上是非常黑暗

的，因為外面天然的光進不來。這是神的設計。但是在那裏有燈臺，燈臺發

光，那個光是聖所裏唯一的光。弟兄姊妹，這對於我們是非常實際的。今天

在教會中，哪裏有光呢？是我們天然聰明的光嗎？或是我們把世界做事的方

法作為光嗎？這一切都不是，教會中唯一的光是主耶穌自己。任何時候，我

們從這裏偏離出去，我們立刻遭遇麻煩，這是我們的經驗。 

這個燈臺是從一塊精金錘出來的，裏面沒有彼此連結的地方，也沒有修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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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的地方。弟兄姊妹，在世界裡如果你要找一群人，說在事奉神，你看不見

是一塊捶打的精金，在裏面沒有一點雜質。只有在教會中，在教會「對的」

光景中，才能找到。我們記得教會的意義是基督是一切，又充滿一切，那才

是金燈臺。若我們在教會「對的」光景中，讓主耶穌充滿我們每一個人，

讓主耶穌充滿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我們就看見精金所錘出來，金燈台

的那幅圖畫。 

燈臺裏面的油從何而來？是從以色列人所獻的青橄欖榨出來，純淨的橄

欖油。不是僅僅從祭司來的，乃是從所有百姓來的。這又是你和我的一幅圖

畫。當聖靈在我們裏面工作的時候，就潔淨我們。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

藉着聖靈的工作，就成了燈臺裡點燈用的油。 

 

金香壇 

聖所裏面又有金香壇，它的意義是禱告，在新約中可以看見。我們的經

驗的確是這樣，若沒有我們主耶穌教導我們如何禱告，我們真的不會禱告。

我們的禱告是：主啊，給我這個，給我那個。但是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是：

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的時候，我們禱告盼

望別人能看見；但是主耶穌說，你們要進到內室，關上門，禱告你們在暗中

的父。當我們遇見難處，工作感覺有重擔的時候，我們向神禱告說：主啊，

求祢把這些重擔挪去。但我們的主卻不同。在客西馬尼園中，祂禱告說：不

要照我的意思，願祢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許多時候，當我們事奉主，覺

得路很難走下去，環境非常艱難。多少次想到主耶穌的禱告“不要照我的意

思，願祢的旨意成就”就得了扶持！親愛的弟兄姊妹，的確是主耶穌教導了

我們怎樣禱告！ 

約櫃 

當我們進到至聖所，看見的是約櫃，裏面有四個物件。第一件是石板上

的十誡，第二件是盛嗎哪的金罐，第三件是亞倫發過芽的杖，第四件是施恩

座，此外還有施恩座上的基路伯。我這次只提前面的四件。 

 

刻有十條誡命的法版 

十條誡命是主在帳幕裡發表的中心意念。主，我們的神告訴摩西說，要

把這十條誡命放在約櫃裡。若我們仔細看這十條誡命，就看見那是神講到祂

自己，講到祂與我們的關係，還有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這是祂一次永遠所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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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給祂百姓的真理。我們很容易看見這是真理，但要看見這是恩典，比較困

難。 

 

真理和恩典 

摩西是從神那裏領受十條誡命的人，他也牧養了以色列百姓四十年之久。

當他回想的時候，他對律法和我們有不同的看法。他說：「耶和華從西乃而

來，從西珥向他們顯現，從巴蘭山發出光輝，從萬萬聖者中來臨，從祂右手

為百姓傳出烈火的律法。祂疼愛百姓；眾聖徒都在祂手中。他們坐在祂的腳

下，領受祂的言語」（申卅三2-3）。這是摩西回憶律法對他們的意義。一

面說，神把祂烈火的律法賜給百姓，好叫他們成為善良的子民。然後他說神

為甚麼這樣做呢？是因為祂疼愛祂的百姓。所以十條誡命實際上表明了神的

真理和神的恩典。但是歷世歷代的百姓只看見律法讓人為難的一面。 

主耶穌來了，祂把律法放在完全不同的光中。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

有人問主耶穌，律法上的誡命那一條是第一而且是最大的；主耶穌說：「你

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第一而且是最大的」。所以主

耶穌看這十條誡命是愛，叫我們愛神。 

當然，主耶穌自己的話也表明在舊約裡神對人的愛。約翰福音三章14節，

主耶穌提到摩西在曠野舉蛇的事。那時以色列百姓抱怨神，有火蛇來咬他們。

神告訴摩西說，你要做一個銅蛇，把它舉起來，凡被火蛇所咬的人，誰願意

望那銅蛇，就能夠蒙拯救。主耶穌接着說，人子也要被舉起來，叫一切信祂

的得永生（約翰3:15）。所以在主耶穌的眼中，賜誡命的神也是愛我們的神。

當然祂說了，誡命是要我們愛神。 

 

律法的總綱是愛 

弟兄姊妹，主耶穌把律法和愛放在一起是意義很深的事。從心裏愛神和

愛人就不會犯律法。這基本上是羅馬書前半部（一至八章）使徒保羅要告訴

我們的。我們知道保羅原是法利賽人，他在律法下生活，曾有過很痛苦的經

驗。但是他很清楚地看見，「……律法是屬靈的，但我是屬乎肉體的，是

已經賣給罪了」（七14）。律法是屬靈的，意思是說，要成全律法是屬

靈的事。但問題是我們是屬肉體的，如果我們想用肉體來成全律法，那麼在

十條誡命中，如果今天我能遵行五條，明天我試着做到第六條，下個禮拜我

努力做到第七條。這就是肉體要努力成全律法，保羅說這是不可能的。他在

羅馬書第八章告訴我們，「體貼肉體的乃是與神為仇的，因為不服神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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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是不能服」（八7）。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用我們的肉體想要來

服事神，順服神，是不可能的。 

主耶穌說，律法是要我們愛神。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這樣說：感謝神，

如今我們相信了耶穌基督，所以神看我們是義的。我們在基督裏與神和好了，

不再與神為敵了。然後保羅說，我們可以在盼望中喜樂，甚至在患難中喜樂，

也可以以神為樂。主耶穌已向我們指明了那條路：成全律法，就是要愛神。

所以保羅在羅馬書說，我們應該以神為樂。然後我們可以看見，我們服事主、

順服主，是一件快樂的事。 

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必須的。如果不是這樣，我們每次看見律法就看

見壓力。馬丁路德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他做修士的時候，用盡他肉體的力

量來成全律法，但一點功效也沒有。所以他在《羅馬書注釋》的序言裏說：

我們與律法之間的難處，是我們想去遵行律法，但我們心裡卻恨它。那就是

保羅所說的，我們肉體的心思是與神為仇的。 

重要的是我們在耶穌基督裏，靠祂的恩典和拯救成了不同的人。我們開

始愛主了，甚至喜愛律法。當我們遵行的時候，我們是歡喜快樂地遵行。我

們仍然會犯錯，仍然會得罪弟兄。但是聖靈一指責，我們立刻知道自己錯了，

就在主面前悔改，向弟兄認錯，我們再成了一個喜樂的人，我們能夠再快樂

起來。這就是我們如何能夠成全律法。感謝我們的主，祂告訴我們成全律法

乃是愛神，並且給我們指出愛神的路。這是何等的不尋常。 

裝嗎哪的金罐 

在約櫃裏面的第二件物品是裝着嗎哪的金罐。當以色列人在曠野的四十

年中，神用嗎哪餵養他們。這是恩典，但是比恩典更多。主在申命記第八章

裏面說，我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

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這是主給我們的真理。一面祂給我

們食物吃，另外一面告訴我們，你吃這個，雖然它並不是很有滋味，你可能

不那麼喜歡它，但是它會讓你明白，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

中所出的一切話。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看見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真理在一起。 

在約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人到我這裏來，就不

再餓，信我的人就不再渴，這就是恩典。但是主耶穌也說，我的話就是靈就

是生命。是甚麼意思？就是告訴我們，主所說的我們必須聽；主的話有聖靈

在其中，我們必須用信心接受，聖靈才能把主所說的話，在我們裏面成為實

際。這是真理。所以嗎哪的故事從主耶穌的口中說出來，是恩典，也是真理。

弟兄姊妹，這裡我們再一次看見主耶穌是何等的不尋常。 W
es

t C
oa

st
 C

hr
ist

ian
 C

on
fe

re
nc

e



8 

 

當祂講到關於神的話語，祂告訴我們如何遵守主的道（主的話）。祂說：

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接下來立刻說：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約十四：23，24）。這裏我們注意兩件事：第一，「道」是祂完整的話

語。是主所要告訴我們的全部。在祂的「道」裏面有一些是你喜歡的，也

可能有一些是你所不喜歡的；但不論怎樣，主說，你要遵守我的「道」。

第二：怎樣遵守主的道呢？「你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祂也說，你

若不愛我，你就不會遵守我的道。主把守祂的「道」和愛祂這兩件事綁在

一起，我們不可能說，我們遵守祂的「道」，卻不愛祂。 

許多時候我們說，我們要讀神的話，一年要讀三、四遍，每天早晨要花

三個小時來讀聖經。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讀聖經，但是主耶穌說了，如果

你不愛我，你就不會遵守它；如果你愛我，你就會遵守它。弟兄姊妹，這是

非常的真實。有的時候，我們的心有一段時間離開了主，可能一個月，可能

兩個月。我們想一想，在那一段時間裡，神的話對你我有沒有任何的意義？

再想另外一段時間，我們可能非常忙碌，世界驅使我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但

是我愛主，我打開聖經，只有五分鐘，祂就向我說了話。是的，我們有很多

不同的方法來讀聖經，但是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我們必須愛主。 

亞倫發過芽的杖 

約櫃裏面的第三件物品是亞倫發芽的杖。亞倫發芽的杖，說到一段相當

痛苦的歷史，說到神的管治和祂的管教。亞倫的杖是一枝砍下來的木棍，一

根死了的木頭，但是它發芽了，而且開花，還結了熟杏；只有神能這樣做。

這根杖的本身是神的管教，是神的真理。但是神卻從死亡中帶出生命，那是

祂的恩典。 

弟兄姊妹，關於復活，世上不能給我們任何解釋，甚至連邊都摸不着。

但對於我們基督徒而言，卻是如此的真實。主耶穌，神使祂從死裏復活，以

大能顯明祂是神的兒子。感謝主，因着這個緣故，你和我蒙了拯救。不僅如

此，神還使那復活的能力和生命成為你的，也成為我的。 

約翰福音第十一章講到拉撒路死了，他的兩個姐姐跟主耶穌之間的故事。

那裏我們知道主耶穌說了一句話：我是復活，我是生命。根本上祂是說，我

是你的復活，我是你的生命。這一段經文我們都很熟悉，我要交通這復活作

在馬大和馬利亞身上的三件事—愛、服事、敬拜。那肉身從死裏復活的是

她們的兄弟拉撒路，但是在靈裏面，馬大和馬利亞經歷了復活的生命。 

關於愛，十一章一開頭說到馬大和馬利亞差人去告訴耶穌：祢所愛的人

病了。然後約翰記載說：耶穌素來愛馬大和她妹子並拉撒路。這兩個「愛」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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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一樣的。從馬大和馬利亞那時的眼光來看，她們認為主耶穌喜歡她們全

家，她們之間彼此是好朋友的關係，有人間友情的愛。這是馬大和馬利亞那

時的感覺。但接着使徒約翰記載第二句話，耶穌素來愛馬大和馬利亞，那個

愛是從神來的愛。所以在這裡復活第一改變的，就是把人間友情的愛改變成

從神來的愛。 

關於服事。馬大喜歡做事，做許多的事，有時候她妹妹不幫她，她就不

高興。在十一章以後，她來到一個筵席，她仍然在那裏做事，但她一句話也

沒有說，再沒有心中的嘀咕和抱怨，她的服事改變了。 

關於敬拜。我們看馬利亞。當主耶穌遲延不來的時候，拉撒路已經死了。

耶穌來了，兩姊妹都對耶穌說：主啊，祢若早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這不

僅是馬大委婉的报怨，也是馬利亞感到的憾事。我想若我們處於那個環境，

我們也會說同樣的話。但是當主使拉撒路復活以後，在那天在筵席上，馬利

亞打破玉瓶，把香膏澆在主身上，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有一些門徒埋怨說，

何必這樣枉費呢？主說，你們不要為難她，她做的是一件美事。 

弟兄姊妹，在拉撒路復活之前，她們看每一件事都是用肉身的眼光來判

斷；我們有許多理由她們埋怨主說，主啊，祢來遲了。但是在拉撒路復活以

後，她們再也不這樣做了。她們遇事如此反應，我們何嘗不是這樣。感謝主，

遇見了主復活的大能，一切都改變了。 

施恩座 

最後一件是施恩座。施恩座是恩典，因為憐憫是恩典；但是施恩座永遠

提醒我們，神恨惡罪，那是真理。約翰福音第八章記載有一個婦人在行淫的

時候被抓，法利賽人把她帶到主耶穌面前，說：她犯罪了，犯了淫亂的罪，

照着摩西的律法，她應該被石頭打死，我們該怎麼辦呢？主沒有立刻回答，

然後主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後來那些告她

的人都離去了。就留下那個女人站在那裏，主耶穌問她：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主啊，沒有。主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三件事情：去吧，這是恩典，是憐憫。這婦人該被石頭打死，主說，你

去吧；這是恩典。然後主說，不要再犯罪了；這是真理。但這不是故事的結

局。在那時刻，誰有權柄赦免這婦人的罪呢？這婦人實在是犯罪的，照着神

的律法，她實在應該被石頭打死；誰有資格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呢”？弟兄

姊妹，過了一些時候，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為着這婦人付了罪的代價。祂

為這婦人死，為那些法利賽人死，為我死，也為你死。祂為眾人的罪付了代

價，把這故事真正地結束了。這是恩典和真理，也是贖價；祂的確是我們的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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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座。 

弟兄姊妹，當我們看到這些事的時候，不可能相信除了耶穌之外，還有

另一個人能做這些事，祂真是神所差來的那一位。祂來了，所以我們的罪蒙

了赦免。因着祂來，所以我們知道甚麼是恩典；因着祂來，所以我們認識了

甚麼是真理。這是祂所做成的。 

弟兄姊妹們， 歷世歷代的聖徒，他們可能沒有機會看見會幕全部的意義，

但是可能看見了祭壇的意義，可能摸到了陳設餅的意義，也可能摸到了那金

燈臺的意義和實際。他們或許也看見，本來十誡對他們是可怕的事，現在摸

到了、嚐到了，不再感到可怕了。現在他們甚至喜愛這十條誡命。然後他們

就作見證，這就是聖經裡所記載的。弟兄姊妹，願主給我們一個願意的心來

經歷這一切，然後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見證。 

施洗約翰有兩個門徒，當施洗約翰指着主耶穌說：看哪，神的羔羊，除

去世人罪孽的，這兩個年輕人就去找主耶穌。他們問了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他們說：拉比，你在哪裏住？主耶穌說：來，你們來看。那一天，他們就與

主同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們成了不同的人。安得烈就去找他的哥哥：我們

遇見彌賽亞了。這兩個人從此成了不一樣的人。主耶穌實在是神的帳幕，只

有祂能賜下恩典，只有祂能帶來神的真理。也只有祂，我們必須經歷。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感謝祢，祢來到地上。主啊，我們在地上的人生是何等

的短暫，我們來了，過不久就去了。但是主啊，祢卻來到地上，祢遇見我們，

祢成為我們人生的意義。主啊，神有一個旨意，有一個願望，就是住在祂百

姓中間，一代一代過去，祂卻找不到這樣的居所。我們的神啊，我們感謝祢，

仍然有一班人是愛祢的，他們知道祢心所要的是甚麼；所以當主耶穌來到地

上，他們何等的歡喜。主啊，我們感謝祢，讓我們能夠活在這樣的時刻，主

耶穌基督對我們是那樣地真實，我們求祢給我們恩典，讓我們經歷祂。主啊，

我們感謝祢。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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