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神居所入口的柱子
第三周 • 周一
出二六 31 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
～32 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要把幔子
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
钩，柱子安在四个银卯座上。
36～37 你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
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
子作五根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
又要为柱子铸造五个铜卯座。
（帐幕里的）幔子（表征基督的肉体—来十 20）把圣
所与至圣所隔开，（33，）也蒙盖见证的柜。（民四 5。）
这表征因着人的肉体，神与堕落的人分隔了。（创六 3，
参创三 22～24 与注。）这幔子借着基督钉十字架裂开，
表征罪的肉体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被钉死了，因而打开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罪人在至圣所里，在基督这平息盖
上接触神。（太二七 51 与注 1，来十 19～20，罗三 25，
参出二五 22。）（圣经恢复本，出二六 31，注 1。）
（联于幔子的）柱子像竖板一样，是用皂荚木包金作
的，立在表征基督救赎的银卯座上。因此，柱子表征信徒，
（加二 9，启三 12，提前三 15，）他们刚强的作基督成
为肉体和钉十字架的见证。幔子挂在柱子上，含示作幔子
的基督与作柱子的信徒们联合为一。这些在神居所里作柱
子的信徒，不再活在肉体里，乃是见证他们肉体的幔子已
经裂开，也就是他们自己已经被了结，他们的肉体已经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加二 20，五 24。）柱子上裂开的幔
子成了入口，让神的子民进入至圣所，完满的享受神。
（圣
经恢复本，出二六 32，注 1。）
织帐幕门帘的材料，与头一层盖及隔开圣所、至圣所
的幔子材料相同。（1，31。）帘子表征在祂完美人性里
的基督，乃是把一切消极的人事物阻挡在神居所之外的一
位，也是在神的审判之下为我们的罪死了的一位，（林前
十五 3，彼前二 24，三 18，）使我们蒙神赦免，得以进
入祂居住的圣所，开始享受神在基督里的一切丰富。
帐幕里的帘子和幔子，表征基督包罗万有之死的两方
面。帘子指明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并使我们蒙神称义。幔子指明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了，（林
后五 14～15，21，）使我们的肉体，我们堕落的性情被
撕裂，被钉死，好叫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享受神到极点。
（圣经恢复本，出二六 36，注 2。）
这两种柱子提供入口，让罪人蒙拯救进入神的居所，
然后被了结，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至圣所，在神的丰满里
享受神自己。
在挂帘子的五根柱子之间，有进入帐幕的四个入口；在
挂幔子的四根柱子之间，有进入至圣所的三个入口。门帘
有四个入口，这乃指明神的居所向着所有从地四方来的
人，都是敞开的。（启五 9。）幔子的三个入口，指明三
一神自己是入口，使祂所救赎的子民，不仅进入祂的居所，
也进到祂自己里面。參啟二一 12～13 與 13 註 1。（圣经
恢复本，出二六 37，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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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一 8

二 3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就是说，都进了对神的享受中。这不光借着基督自己，也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

是借着那一百二十人。这一百二十人已经联于基督，与基

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人。

督联合，因此，他们与基督是一。为这缘故，五旬节那天

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各人要靠耶稣

信主的那三千人，借着基督并借着那一百二十人，就能够

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

进入对神的享受。

所赐的圣灵。
41

五旬节那天，加给主的那三千人都进了神的居所，也

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有圣所的经历，也有至圣所的经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约添了

历。二章、四章所记载凡物公用的生活，乃是在圣所里的

三千人。

生活。使徒行传头几章，乃是描述在圣所里享受基督。我

我们曾经一再指出，两层幔子，就是帘子与幔子，都

们所以能够知道，乃是由于一个事实：有些信徒的肉体，

依附在柱子上。这表示今天入口已经有了，人可以进入对

就是堕落的性情还没有受对付。比方说，行传六章一节说：

神的享受里面。不错，因着基督包罗万有的死，祂已经成

“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

了入口。可是，入口需要柱子，来背负这位道成肉身并钉

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信徒们虽然凡物公用，

死十字架之基督的见证。若没有这些柱子，这位享受神的

可是他们仍旧会发怨言、起分争。凡物公用不能防止口角

入口─基督，还无法启示给人。这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

与分争。因此，行传六章以后，再也没有题到这种共同的

能让祂把自己显给人看。在四福音书里，基督是享受神的

生活。因着肉体的缘故，这种凡物公用的生活无法持续下

入口。但是五旬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一百二十人背负

去。此外，使徒行传还记载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所作的事。

起这位基督的见证。要不是那些信徒在五旬节那天，把这
位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之基督的见证背负起来，基督怎么
能把祂自己启示给人，祂又要在那里把祂自己启示出来？
是在山上启示，还是在天上的宝座启示？若没有柱子支撑
着，祂就不能把祂自己启示出来，这是一个事实。因此，
五旬节那天，那一百二十个人，就成为柱子，背负着基督
的见证。因此，基督就能把祂自己启示给罪人。

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留在圣所里，反而退回到外院子去
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终于发觉，使徒行传暗
示有些信徒不仅成为教会入口的柱子，也成为内室的柱
子。那些活在圣所里的圣徒，借着这些柱子，就有路能够
进入至圣所。（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零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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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分别的板就像新耶路撒冷的墙（启二一 12），借着

加二 9

生命有所分别并保护。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被视为柱石的雅
各、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彼

然而，我们若都是板，人就没有入口进到神的居所

此相交，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却往受

里，召会就是关闭的，我们都成为排外的。为着入口，我

割礼的人那里去；

们有些人必须受对付。柱子比板更精细且刚强。板必须被

启三 12 上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
我们已经看见，帐幕里有九根柱子（三六 36，38）。
帐幕的入口有五根柱子支撑帘子，而至圣所的入口有四根
柱子支撑幔子。在召会中有些人是柱子。加拉太二章九节
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被视为柱石的雅各、矶
法、约翰。’彼得、雅各和约翰是成熟且刚强的，不仅是
板，也是召会的柱子。同样的，主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应
许非拉铁非的召会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
柱子。’
柱子与板不同。板形成帐幕的墙，适合保护与分别，
可是人无法借着板进到神的建造里。然而另一面，柱子不
仅适合保护和分别，也适合作入口。因此，人要成为柱子，
必须比板刚强得多。
板可用于保护、圣别、成圣、并与世界分开。他们
刚强抵挡一切消极的事物。赞美主，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
妹将消极的事物排除在外。没有这些弟兄姊妹，就没有墙，
召会就太敞开，暴露于消极的事物中，神的居所就没有保
护，也没有建造。为着建造，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作分别的

切割并安置，才能成为柱子。一面，被切割并安置乃是被
消减；但另一面，乃是增加其力量。受过对付的人非常有
弹性，他们能保护并支撑，他们也能作入口，让人进到神
的居所里。借着他们，人能够自由的进入。
我们祷告主，求主使召会的人数加多，但为着这个
需要，信徒中间有一些人需要成为柱子。板的数目是四十
八，但柱子的数目只有九。板是多数，而柱子是少数。我
们需要柱子带进那灵的自由，提供入口让蒙赎受造的人进
到三一神里。
在约翰十章九节主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
必要得救，并且必要入，必要出，也必要找着草场。’羊
能借着祂出入，他们借着主作入口，而有自由进出。召会
需要分别的墙，也需要入口，让人有完全的自由进到三一
神里。
第一个入口是五根柱子，表征责任。第二个入口是
四根柱子，指着人这受造之物。柱子的总数是九，就是三
乘三，这指明在三一神里三重的东西。柱子在三一神里，
是三重的，负责任而形成入口，使蒙赎受造的人进到三一
神里。（帐幕的属灵应用，第八章。）

第三周 • 周四
加二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
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
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
我们已经看过，幔子与帘子都附着在柱子上；附在一
起就表示成为一个，幔子与柱子是一个，柱子与幔子也是
一个。我们已经指出，幔子就是基督。然而，支撑幔子的
柱子不可能是基督自己，因为它们是复数的，而基督是单
数的。帘子和五根柱子也是一样。五根柱子和四根柱子都
是指信徒说的。这意思是说，基督与我们是一，我们也与
基督是一，当我们联于基督，并与祂成为一时，我们就成
了柱子。
我们都相信，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同时也替我们死。
可是，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联于基督。
我们会说：“不错，我相信基督替我死。赞美主！阿利路
亚！主，谢谢你！”这样宣告之后，我们又忙每天的事情
去了。可是有些基督徒却被这件事抓住了，他们日夜拼命
传福音，告诉别人基督替他们死了。那些热心传福音，甚
至好像传疯了的人，就是联于帘子上的柱子。慕迪（D. L.
Moody）就是这样的人。他得救以后，成为这种柱子。他
传福音好像传疯了，慕迪实在是一根柱子紧紧地联于救赎
的基督。
联于帘子的柱子就是传福音的人、放胆传扬基督的
人，他们是站在教会的前面。还有些柱子站立在教会里面、
在内室里面。就是那些更深经历基督的人，尤其是长老们。
他们每天把自己联于裂开的幔子，破裂的幔子，联于那位
在肉体里被了结的基督。因着他们把自己联于这样一位被

了结的基督，所以他们能背负这样的见证：他们自己已经
被了结，肉体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他们成为柱
子，不是在教会前面的柱子，而是在教会里面的柱子。
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需要这两种柱子。我们需要传
福音的柱子，站立在教会生活的前面，热心地传扬基督，
向所有的人宣告基督为他们的罪死了。我们也需要里面的
柱子，就是那些认识基督不光为他们的罪死，也替他们死，
并且与他们同死的人；他们能作见证，他们已经与基督同
钉十字架，他们的肉体已经被撕裂、分裂、裂开了。
教会的人数要增加不容易。可是，如果有一些人能放
胆传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传扬基督以及祂为人的罪
而死，我信许多罪人会得救，会被带进教会中。如果缺了
这些传福音的人，前面就缺了柱子；如果我们缺了那些像
保罗、彼得和约翰那样的人，教会里面的柱子就没有了。
我们需要一些人，与受审判的基督是一，也需要一些人，
与被了结的基督是一。如果我们有在前面的柱子，也有在
内室的柱子，神的居所就会有入口。这样，我们就会有一
条进入教会生活的路。
你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进入教会生活里？因为我们
缺少一些联于受审判的基督，并与这位基督合一的柱子，
我们也缺少一些联于钉十字架、被了结的基督并与这位基
督合一的柱子。我们需要一些柱子，能背负基督为我们的
罪而死的见证，也需要一些柱子背负基督替我们而死的见
证。我们有了这两种柱子，就会有个入口，让蒙拯救的罪
人进入神的居所，被了结，使他们可以进入神的至圣所，
在神的丰满里享受神自己。这样，我们的教会生活就像帐
幕一样，为着神的见证。（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一百零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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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八 5
～6

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向他们传扬基督。群众
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

意的注意他所说的话。
8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
林前九 16 我若传福音，于我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
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传福音如果单注重鼓动人的情感，或者光注重外面的
活动，这样的福音必定没有能力；我们要传福音，必须要
有福音的灵，这样才有真正福音的能力。大约三年前，我
在上海的一所大学谈起这事，我说，年轻人如果肯将自己
的灵向神敞开，就必定由神得着福音的灵。今天教会非传
福音不可，非爱罪人的灵魂不可。特别是年轻学生，如果
你的灵里面有负担，当你看见同学在球场上玩球时，你要
屈膝跪下为他们祷告。你不传福音，就觉得不舒服。无论
我们个人，或是神的教会，必须有一班弟兄姊妹充满福音
的灵。我们个人或是教会，都要有这样福音的灵，如此罪
人就要不断的得救。
慕迪一生在大西洋两岸领了约有一百万人归主。他原
是个皮鞋匠，因著有爱罪人灵魂的心，就撇弃一切来传主
的福音。他对人的灵魂非常有负担。有一次他教主日学时，
约了一个小女生来参加，那个小女生答应了，却没有来。
几天后，慕迪在街上遇见她，就一直的追她；那小女生赶
快跑到一家酒店里，关起门来不应声，躲在床底下。但慕
迪不死心，仍然追进那家酒店，把她从床底下抓出来。后
来那小女生只得去参加主日学。慕迪死后，他的同工叼雷

（R. A. Torrey ）有一日搭车时，在车上遇见一位女子
问他：“你认识我么？”他答：“不认识。”她说，“我
就是那个被慕迪由床下拖出来参加主日学的小女生的女
儿。”
还有一次，慕迪拿着一把没有伞面的伞，在下雨时撑
开来用。那时许多人好奇过来观看；当人越来越多时，他
就开口说，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们所用以躲避神审判
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用，就好像这把没有伞面的伞一样。因
着他这话，就有不少人得救了。
许多人批评为福音热心的人似乎神经不正常；所以恐
怕自己若是为福音热心的人，神经也要不正常。其实为福
音热心的人，神经不会不正常，乃是因福音的灵迫切，不
传福音就不舒服，就难过。我初得救时，若不传福音就觉
得不舒服；每逢假日就自己写福音单张，到乡下挨家挨户
的传福音。平常也是一看见人就要向他传福音。（倪柝声
文集路，第六十二册，第三十七篇）。
我们必须从最基础来看，如何传福音？作什么事就需
要是什么人，我们要传福音，就必须是传福音的人。使徒
保罗一得救，头一件事就是传耶稣基督（徒九 20～22）。
每个事奉主的人，无论是新约的使徒，如彼得、约翰，还
是历史中的属灵伟人，如慕迪、司布真，都是从传福音开
始。每一个得救、爱主的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灵，也就
是传福音的心愿。尤其人爱主、奉献了以后，最强的心愿
就是要传福音。我们都必须是传福音的人。（事奉主者的
异象、生活与工作，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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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煽火，越祷告福音的火越烧，到一个地步，一看见罪

徒四 29

主阿，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并叫你

人就流泪，一看见人就爱。青年人要操练到这地步。若是

的奴仆大放胆量，讲说你的话，

我们看见人，心里无动于衷，我们所发出去的单张，就会

祈求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

冷冷冰冰。我们里面若有福音的火烧着，想到人不得救会

充溢，放胆讲说神的话。

下火湖就难过；这样，我们所撒出去的每一张单张就都是

31

我刚得救时，里头就觉得要传福音。那时没有人带领
我，在烟台的各公会里，大家对福音又都是冷冷淡淡的，
似乎只有我一个人热心传福音，并且下乡传福音。每主日
我都下乡去，那里没有汽车，只能徒步；一天往返走了五、
六十里路，晚上回家全人疲累。然而，我仍是继续不断的
传福音。因着缺少福音材料，买不到福音单张，我就自己
动手写单张。其实，传福音的灵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有
的人不培植它，反而压制它。福音的灵就像火一样，既可
以扑灭，也可以燎原。所以，我们必须培植福音的灵，煽
福音的火，并且煽得越大越好。
在传福音的事上，首先，我们必须是个传福音的人，
有传福音的灵；其次，我们必须祷告。若是缺少祷告，许
多劳苦就归徒然。所以，必须祷告。开头时，不要专为什
么人祷告，只要普通的祷告，求主加强我们传福音的灵，
使我们里面福音的热火焚烧。此外，还要求主使我们有爱
人的心，对于“千万人天天沉沦”（诗歌六六四首）有迫
切的感觉，特别对罪人有兴趣，喜欢接触人。这样的祷告

热的，能感动人的心。
我们若这样被福音的火烧着，末了就成为发福音疯的
人，到处传福音。青年人到校园去，应该这样发疯；一看
见人就活了，忘记吃饭，只顾传福音。所以，福音单张和
小册子要天天分发。我年轻时，都是将福音单张放在口袋
里，上下班时在路上见人就发。所以，我们的单张不可离
手，应该看见人就给；不论到商店买东西，或到餐馆吃饭，
都要分发单张。倘若我们是这样传福音的人，福音的功效
一定随着我们。这时，经纶的灵，也就是能力的灵，必定
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传福音满有能力。
以上所题是一般、普通的作法，每位全时间者都必须
经历。我们总要对福音火热，发福音疯，至少疯二、三年。
所有发福音疯的人，脸皮都厚，胆子也大，不会害羞。若
是这个属灵的功课没有学好，就得补课。青年人全时间服
事主，就要发福音的疯。（事奉主者的异象、生活与工作，
第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