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见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门
第一周 • 周一

启二一 12 (新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

弗二 18 因为借着祂，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

父面前。

墙是为着分别和保护。新耶路撒冷要绝对分别归神，

也要完全保护神的权益。这墙是高大的，今天所有的信徒

都需要这样高大的墙，来分别并保护他们。（启二一 12

节，注 1。）

我们交通到新耶路撒冷的门，要用到入口和进入的辞。

入口是用来指门，进入是用来表明进门。我们需要想一想

自己在经历中怎样进入神的国。当我们听到福音的传扬，

那灵就在我们里面作工。然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灵就

感动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祂是神的儿子，成为肉体，作

我们的救赎主。最终，我们到了父面前，且被带进父里面。

这就是三一的入门。

没有那灵的感动和子的救赎，没有人能进入神里面。

要进入父里面，需要那灵和子。我们乃是借着子这管道，

并在那灵这范围里，进入父里面。在圣经六十六卷书整个

启示的终极完成里，有一个寓言，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

如何借着三个门进入神里面。我们乃是借着三一的入口进

入神里面。子是管道，那灵是范围，父是目的地。如今我

们在父里面，在祂的国里，在祂的权益里，并在召会里。

最终我们要在新耶路撒冷里。…

圣城的四边，每边各有三门。三乘四等于十二；因此，

四边共有十二个门。四这数字表征神的受造之物。在启示

录四章六节，我们看见四活物代表一切别的活物（参结一

5～14）。四表征我们是神的造物，三表征三一神。在新耶

路撒冷里，十二这数字不是由相加达到的，乃是由相乘达

到的。相乘是一种融合或调和。十二这数字乃是由三与四

融合或调和而得的。这就是说，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三一

神与我们人的融合，调和。在新耶路撒冷神永远的行政里，

神与祂所造的人调和。

十二是神行政中绝对完全并永远完整的数字。在旧约

里，神借着十二支派来执行祂的行政。十二支派乃是为着

神的行政。在新约里，十二使徒的传讲是为着产生众召会，

而众召会乃是为着神行政的管理。因此，旧约的十二支派

和新约的十二使徒，都是为着神行政的管理。十二这数字

指明神行政的管理，而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神行政的完成。

这就是何以新耶路撒冷的中心是神的宝座，宝座主要就是

为着神行政的管理。

这行政有十二个门。门是为着交通进出的。因此，‘十

二个门’指明为着神的行政，新耶路撒冷的交通是绝对完

全且永远完整的。（神新约的经纶，第三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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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二一 13 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

有三门。

启五 9 下 …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方

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归与神，

创二 10 有一道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

为四道。

作新耶路撒冷入口的十二个门，乃是在地的四方（启

二一 13），表征新耶路撒冷的入口朝向所有居人之地（太

八 11）。它对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便利的（启五 9）。（神

新约的经纶，第三十五章。）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三节启示，新耶路撒冷的东边有三

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所以，城是

四方的（启二一 16），每边各有三门。东边在前，向着日

出的荣耀，列为第一；北边在上，列为第二；南边在下，

列为第三；西边在后，列为第四。四边的门向着地的四方，

表征圣城的入口对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便利的（比较创世记

二章十至十四节河流分为四道）。（启示录生命读经，第

六十三篇。）

虽然创世记二章表面上是创造的记载，实际上却是按

照生命的经历写的。生命树和涌流的河指明：每当我们将

基督当作食物接受进来，这食物就要分赐神圣的生命，也

就是滋润涌流的生命。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我们

看见这道生命河，两旁长着生命树，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

的。这幅图画进一步证明，生命树和生命河代表生命真实

的经历。每当我们接受在基督里的神作我们的生命，就有

这道河在我们里面涌流，滋润我们，并在我们里面作许多

的工作。

这道河是用来滋润园子的，好使园子长出生命的东西。

它必定也解人的干渴，使人存活。这些都说出，这道河能

使生命涌流。为着人的肉身生命，我们必须喝足够的水，

以维持血液的循环。我们肉身生命的流是靠水。照样，一

天过一天，我们必须喝生命的水，以维持在我们里面神圣

生命的流，这使我们有神圣生命之属灵的循环。

这道河从伊甸流出来，意思就是说，从神流出来。在

启示录二十二章，生命水的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这河也

是流自神自己的流。神这生命乃是活水的源头，流到我们

里面供我们享受。

这河只有一道。你有两道河吗？虽然一地的信徒数目

或许有一千，但仍然只有一道河，因为大家都来自相同的

源头－创造者神。因为源头是一，河道也必须是一。

这道河分开变为四道（创二 10～14）。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这道河从神这源头与中心流出来，普及到四方的

人。在圣经中，一是创造者神的数字，因为祂是独一的。

四这数字表征受造的人。因为人居住在四方的每一方，所

以这道河从神向每一方流出，流到他们那里。（创世记生

命读经，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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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二八 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

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弗三 14～17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愿祂照着祂荣耀

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

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

们心里，

林后十三 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每边的三门，表征三一神─父、子、灵─一同作工，

将人带进圣城。这是路加十五章的三个比喻所指明的，也

是主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的话所含示的。路加十五章的

三个比喻说到牧人和失迷的羊，妇人和失落的钱币，以及

父亲和回家的浪子。牧人是指子，父亲当然是指父神，妇

人表征那灵。为了将罪人带回父家，需要作牧人的子领回

失迷的羊，需要那灵光照人心，叫他们悔改；还需要父接

纳回家且悔改的浪子。所以，三一神是新耶路撒冷的入口。

三一神作工，将人带进圣城，这事实也含示于马太二

十八章十九节里主的话。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就是

进到圣城里。因此，父、子、圣灵就是城每边的三门。这

三门并不是各自在三边，乃是在四边的每一边各有三门，

任何一边的门和其它三边的门完全一样。这指明三一神对

全地四方的人都是便利的。

这三门指明三一神来临到我们，带我们进入祂永远的

经纶。神格里的三者，父、子、灵，在神的经纶里出来，

临到我们，且将我们带回祂的经纶。新约里有很多经节说

到三一神。例如，在以弗所三章十四至十七节保罗说，“因

这缘故，我向父屈膝，…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

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

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在这些经节里我们看见父、灵和

基督，就是子。林后十三章十四节也揭示三一神：“愿主

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在这节里，神格的三是为着祂的分赐、出来和进入，就是

为着祂的扩展和我们的进入。

全本圣经里首次题到人的时候，说到人与三一神的关

系。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

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节的“我们”指三一神。

所以，在首次题起人的经节里，就隐指神是三一的。神若

不是三一的，就不能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将自已作到

我们里面，并且将自己与我们调和。但因着神是三一的，

祂就能进到人里面。父是源头，子是流道，圣灵是水流。

这样，三一神就进入我们里面。（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六

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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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五 4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其中的一只，不

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直到

找着么？

8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个银币，若失落一个，岂不

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么？

自义的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定罪救主同罪人吃饭，救

主回答他们时说了三个比喻，揭示并描述神圣的三一，如

何借着子、凭着灵作工，将罪人带回归父。子在祂的人性

里作牧人，寻找罪人犹如寻找迷羊，并将其带回家中（路

十五 4～7）。那灵寻找罪人，如同妇人细细寻找失落的一

个银币，直到找着（路十五 8～10）。父接纳悔改归回的

罪人如同接纳他的浪子（路十五 11～32）。整个神圣的三

一都宝贝罪人，共同将罪人带回归神。三个比喻都强调神

圣三一的爱，过于悔改罪人堕落的光景，以及他的悔改。

子像好牧人亲切的看顾，灵像爱宝贝者细细的寻找，父像

慈父温暖的接纳；…

我们了解路加十五章为什么先说到子，这是很要紧的。

子在先的原因是：实际说来，在神的救恩里来临的那一位

乃是子。子来成功救赎乃是首项需要，因为救赎是我们救

恩的根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成功的救赎，乃是神救

恩的基础。这根基一旦立定了，我们就能在其上建造。为

了成功救赎，路加十五章所描绘为好牧人的子，首先来到。

子既成功了救赎，那灵就来寻找我们。使徒行传指明

这事。在福音书里，子来成功救赎。子成功救赎以后，我

们由使徒行传看见，那灵来寻找我们，并找着我们。因着

那灵找着我们，我们就悔改，归回父神。然后，按路加十

五章的第三个比喻，父等待我们归回。

路加十五章里的次序太奇妙了！这里的次序不是照神

圣三一的身位，乃是照神救恩的步骤，这救恩是基于基督

的救赎。神的救恩是凭着子，借着那灵，而达到父的。

路加十五章四节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

其中的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

直到找着吗？”这里的旷野表征世界。牧人到旷野去寻找

失去的羊，指明子已来到世上，与人同在（约一 14）。

路加十五章五、六节接着说，“找着了，就欢欢喜喜

的扛在自己肩上，回到家里，召齐朋友、邻舍，对他们说，

和我一同欢喜罢，因为我失去的那只羊已经找着了”。在

此，我们看见救主拯救的力量，以及祂拯救的爱。

在十五章八节，主接着说，“或是一个妇人有十个银

币，若失落一个，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

到找着吗？”…灯象征神的话（诗一一九 105，130）为那

灵所用，光照并暴露罪人的地位和光景，使他悔改。

按八节，妇人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失落的

银币。“打扫”指明搜寻并洁净罪人的里面。在四节，子

的寻找是在罪人外面，在十字架上借祂救赎的死完成的；

在这里，那灵的寻找是在罪人里面，借祂在悔改罪人里面

的工作执行的。（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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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五 20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

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

的与他亲嘴。

22～23 父亲却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

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路加）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节有父亲接纳浪子的比

喻。

二十节说，“于是（浪子）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

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热切的与他亲嘴”。父亲看见儿子，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父亲乃是走出家门，盼望浪子回来。

当父亲看见儿子，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热切的与他

亲嘴。这指明父神跑去迎接回来的罪人。这显出祂是何等

迫切！父亲抱着儿子的颈项，热切的与他亲嘴，显示温暖

慈爱的接纳。浪子回到父那里，是由于那灵的寻找（路十

五 8）；父接纳回来的浪子，是基于子在祂救赎里的寻找

（路十五 4）。

二十一、二十二节接着说，“儿子说，父亲，我犯罪

得罪了天，并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

吩咐奴仆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

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二十二节的“却”字满了

爱和恩！这与浪子自己的念头相反，打断了他的胡言乱语。

父亲吩咐奴仆，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儿子穿。

“快”与父亲的“跑”（路十五 20）相配。与“上好的袍

子”并用的定冠词“那”，指明一件特别的袍子，是在这

特别的时候，为这特别的目的预备的。上好的，直译，第

一的。这里上好的袍子，表征子基督是那满足神的义，遮

盖悔改的罪人（耶二三 6，林前一 30，参赛六一 10，亚三

4）。这上好的袍子，就是第一的袍子，顶替了回家浪子污

秽的衣服（赛六四 6）。

按二十二节，父亲也吩咐奴仆把戒指戴在他儿子手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这戒指表征盖印的灵，是神在蒙悦纳之

信徒身上所给的印记（弗一 13，参创二四 47，四一 42）。

鞋表征神救恩的能力，将信徒从污秽之地分别出来。戒指

和鞋都是自由人的标记。身上的袍子、手上的戒指、和脚

上的鞋这三样装饰，使可怜的浪子与他丰富的父亲相配，

而有资格进入父家，与父亲一同坐席。

在二十三节，父亲接着对奴仆说，“把那肥牛犊牵来

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肥牛犊表征丰富的基督（弗三

8）在十字架上为作信徒的享受而被杀了。

神的救恩有两面：上好的袍子所表征外面客观的一面，

以及肥牛犊所表征里面主观的一面。基督作我们的义，是

我们外面的救恩；基督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是我们

里面的救恩。上好的袍子使浪子有资格符合他父亲的要求，

使父亲心满意足；肥牛犊使他得着饱足，不再饥饿。因此，

父和子能一同快乐。

在二十四节，父亲解释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

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里的“死”字

很有意义。所有失丧的罪人，在神眼中都是死的（弗二 1，

5）；他们得救时，就都被点活了（约五 24～25，西二 13）。

（神新约的经纶，第三十五章）。

https://bibletruth.cn/book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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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五 1～2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祂。法利赛

人和经学家纷纷的唧咕议论说，这个人接待

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太十一 19 上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看哪，一个

贪食好酒的人，一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我们为神说话乃是为着结果子，使神得着繁增和扩展

（约十五 5）。一棵树是借着结果子而繁增并扩展。

我们借着牧养接触人而结果子。我们应当是一直借着

向人说出基督，而牧养、教导人。…

我们的牧养，应当照着神对堕落人类的爱。堕落人类

与撒但联结，成为他系统中的世人，但神对这些人有爱

心。…我们必须跟随经过过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

人的步骤。路加十五章记载，法利赛人和经学家批评主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2）。然后主说了

三个奇妙的比喻，揭示三一神对罪人拯救的爱。

子如同牧人，撇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一只失去的羊

（路十五 3～7）。

第二个比喻说到一个妇人寻找失落的钱（8～10）。这

表征那灵寻找失丧的罪人。子的寻找，是在罪人的身外发

生的，是借着祂救赎的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灵的

寻找是里面的，由祂在悔改的罪人里面作工所完成的。

因着子死在十字架上，以寻找罪人的步骤，以及那灵

搜寻并洁净罪人里面的部分，而圣别罪人的步骤，罪人就

醒悟过来。这可见于浪子醒悟过来，想要回到父亲那里

（17～18）。彼前一章二节启示，我们在蒙基督的血所洒

之前，圣灵就圣别我们。这是祂寻找的圣别。罪人被那灵

的寻找唤醒，使他回到父那里。当浪子回转时，他父亲就

远远的看见他。这指明父亲一直在期望等候，天天巴望他

儿子回来。父亲一看见他儿子，就跑去迎接他儿子回来（路

十五 20）。这给我们看见，父神跑来接纳回转的罪人。

我盼望因着我们接受有关牧养的这个负担，在我们中

间会有真正的复兴。众召会若都接受这教训，有分于基督

奇妙的牧养，在主的恢复里就会有一次大的复兴。我们在

已过讲说并教导了很多，但很少牧养。牧养和教导，应当

像双脚，为着我们与主一同行动。我们的牧养该一直带着

教导，而我们的教导也应当一直带着牧养。

我们在约翰福音结晶读经里看见，约翰福音末了的第

二十一章，启示使徒的职事与基督在天上的职事合作。基

督在祂天上的职事里一直在牧养人，我们需要与祂合作牧

养人。没有牧养，我们为主的工作就不会有果效。我们必

须学习一切的真理，使我们有话可说，然后去接触人，牧

养他们。…

这是结果子的路，是得着繁增和扩增的路。我们若接

受这种交通，我信地上会有一个大复兴，但不是由少数属

灵大汉带来的，乃是由基督身体的许多肢体，跟随经过过

程之三一神寻找并得着堕落之人的步骤，成为牧人所带来

的。（活力排，第四篇）。

https://bibletruth.cn/book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