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是教會的準繩 (一) 

康登 

讀經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你們來到主

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靈宮，作聖潔的祭司，藉着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

納的靈祭。因為經上說：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

祂的人必不至於羞愧。所以，祂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不信的人有話說：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了房角的頭塊石頭。又說：作了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

他們既然不順從，就在道理上絆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惟有你們是被揀

選的族類，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度，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

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二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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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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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二19-22） 

「我並不是因缺乏說這話；我無論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

了。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了祕訣。我靠着那加給我力量的，凡事都能作。」（腓四11-13）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職，建立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識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量。」（弗四11-13） 



「耶和華的話又臨到我說：所羅巴伯的手立了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

這工，你就知道萬軍之耶和華差遣我到你們這裏來了。誰藐視這日的事為小呢？

這七眼乃是耶和華的眼睛，遍察全地，見所羅巴伯手拿線鉈就歡喜。」（亞四8-10） 

「我們被擄掠第二十五年，耶路撒冷城攻破後十四年，正在年初，月之初十

日，耶和華的靈（原文是手）降在我身上，祂把我帶到以色列地。在神的異象中

帶我到以色列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邊有彷彿一座城建立。祂帶我

到那裏，見有一人，顏色（原文是形狀）如銅，手拿麻繩和量度的竿，站在門口。

那人對我說：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

我帶你到這裏來，特為要指示你；凡你所見的，你都要告訴以色列家。我見殿四

圍有牆。那人手拿量度的竿，長六肘，每肘是一肘零一掌。他用竿量牆，厚一竿，

高一竿。」（結四十1-5） 

禱告 

天父！我們靠着祢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來到祢的面前，祂在一切之中，也在一

切之上。當我們交通到祢自己寶貴話語的時候，聖靈就拿着量的桿來衡量我們每

個人的生命。我們願意看見認識祢的兒子；因為祢的兒子是今天衡量教會的標

準。我們向祢禱告，求祢打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看見今天神要作的工作；也求

主在這個時候，讓我們的身體能夠甦醒過來，攪動我們的心，叫我們對祢的話語

有一個接受的靈。我們向祢禱告，求祢自己的同在充滿今天的聚會。奉耶穌基督

的名禱告。阿們。 

 

神的恩典讓我們一起來發現神的偉大：我們從信主那一天開始，就能經歷神



的生命在我們裏面越來越長大。正如我們的主題：「祂在我們裏面，祂也是在一

切之中」。請問基督在你裏面嗎？而且祂是你的一切嗎？我們的主把我們帶在一

起，有祂一個旨意，就是要我們成為祂是我們的一切。在這個目標裏，祂要在我

們的生命中，把許許多多的東西剝掉，然後把我們建造在一起，成為一個豐滿的

基督。今次聚會我交通的主題：基督是教會的準繩。 

活的教會 

基督是衡量我們的標準，基督是衡量教會的標準。這是必須如此的，因為教

會在這個地上是一個獨特的、活的有機體。教會是一個團體的結構，是用活石建

起來的；每個人員被建造在一起，成為一個聖潔的殿，來讓主居住。教會是神藉

着聖靈居住的所在，這是地球上獨特的一個有機體；因此人的標準不能作為衡量

教會的尺度。 

主耶穌看見這個活的教會，祂所使用的標準就不是人的標準。祂要先看她的

根基是否為活的根基，然後看建造的石頭是否活石，再看這些活石是否被建造在

一起，成為一體；又看這些活石有否在改變，成為寶貴的活石。當主來衡量祂的

教會的時候，祂要找一個榮耀的教會；因此，基督是衡量教會的唯一標準。 

在剛才所讀的舊約經文，可看見三個重點。以西結書第四十章記載以西結被

帶到橄欖山上所看見的城。他看見一天使拿着一個竿，去量度聖殿與聖城。這是

預表我們的主耶穌是衡量祂在地上的教會的尺。祂對這聖殿的大小有祂的講究，

每一塊石頭都在對的位置上；所以主耶穌就成為衡量這個聖殿的標準。 

在撒迦利亞書第四章，我們看見所羅巴伯手裏拿着一個線鉈。當聖殿重建的

時候，這不過是很小的事情。雖然是小事，但是神的靈看見所羅巴伯手拿線鉈就



歡喜。線鉈是甚麼？原文的意思是鉛錘。工匠量度垂直線的時候，總是把一個重

的鉛錘放在繩子下吊起來作準則。今天我們在新約時代，有一位比所羅巴伯更大

的，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祂手中也有一個線鉈，來衡量祂的教會。祂不但要

看這殿的大小，更要看這殿建得垂直否，合不合乎祂的標準。如果這殿建得不合

乎祂的標準，雖然一層一層往上蓋，蓋出來的是一座屬靈的斜塔，總有一天會倒

塌。主耶穌手裏的線鉈，能保持這個建造是垂直的建造。感謝神，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是線鉈，為衡量這個聖殿的標準。 

以賽亞書第二十八章為第三個標準。以賽亞先知的時候，猶大國偏離了神，

耶路撒冷城和聖殿已經被罪惡摧毀了，神的百姓非常的剛硬，硬着頸項。在這不

正常的光景下，主耶和華說：「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

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不着急。」（16節）神講到耶

穌基督要成為這房子的房角石。今天的建築物，在建的時候放一塊象徵性的房角

石，記錄這建築物建於何時。在古代的建築，房角的頭塊石頭是最重要的，要把

這個房角石做得非常的準確。它的角度要正確，它的價格昂貴，花的功夫很大，

以後所有的石頭要安排在甚麼角度上，都跟頭塊石頭有關係。 

基督是衡量者和標準 

講到基督是衡量所有教會的標準，我們要看見兩個重點：祂是那個衡量者，

又是衡量的標準。啟示錄第一章描述主耶穌是發光的大祭司形象，行走在祂的教

會中。約翰說：「我一看見，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了一樣。祂用右手按着我，

說：『不要懼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

活了，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着死亡和陰間的鑰匙。』」（17-18節）二章一節：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個金燈臺中間行走



的，說。」 

在這個異象裏，耶穌顯示出是大祭司的形象，行走在祂的教會中，檢查祂的

教會；一個教會一個教會的衡量。從祂給每教會的信，可看出祂衡量教會的標準

是祂自己。祂把自己的生命賜給教會，然後祂來檢查教會，有否表現基督的特性。

祂把祂的愛賜給教會，也在教會中尋找祂的愛。祂是教會的大祭司，要在那裏尋

找能跟祂匹配的新婦。祂在加略山上、十字架救贖的工作，足以讓祂在地上的教

會有一天能夠成為祂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主的教會乃是從祂的肋旁取出來的，

祂難道不能在地上找到和祂同樣性質的教會嗎？所以在這個異象中，我們看見祂

一直在地上行走，衡量祂的教會是否符合祂的標準，祂在那裏尋找祂的愛、祂的

生命和祂的性格。 

當祂有一天找到合心意的新婦，就把祂的頂石放在這個房頂上，有歡呼的聲

音說：「聖哉！聖哉！聖哉！」那一天，基督的的確確如所說，祂是阿拉法，也

是俄梅戛。這就是我們的主今天藉着聖靈所作的工，要在地上尋找能跟祂站在一

起的人，用這個標準衡量他們。保羅的書信也說到，用基督來衡量我們。 

忠心的祭司 

歌羅西書第二章八節勸我們不要接受任何其他標準：「你們要謹慎，恐怕有

人用他的理學和虛空的妄言，不照着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

你們擄去。」所以我們回到以西結書，會發現有一個人，他看見一個人拿着竿去

衡量一個殿，便非常仔細地去聽、去看、去想、去傳。因為神找到這樣一個忠於

祂託付的人，所以在以西結書裏，神稱他為「人子」。 

以西結生於祭司家庭，是個祭司，卻因被擄而不能在聖殿中事奉。他從小就



有一個夢，就是一生在聖殿裏忠心事奉神，可惜因國家滅亡而不能如願。但神呼

召他，在那個時代作神的先知；因為他能忠心地照着神的標準對神的家說話。今

天新約時代，我們看見神也在尋找能按照神的標準、把祂的話語釋放出來的僕

人。神要找這樣的僕人，能仔細地明白神所執着的尺寸，能忠心地照着這個尺寸

傳揚神的話。誰是有這樣呼召的人呢？這些人應該是有作祭司的功用。以西結書

讓我們看見這個時代的祭司應該是如何的。 

誰是今天的祭司呢？每個基督徒都是祭司；因為我們的神把這個祭司的國度

賞給我們了。彼得前書告訴我們，我們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特選的子民，要被建

造成為神的家，是活石，是祭司；我們的主耶穌是那寶貴的房角頭塊石。所以教

會在一個退步的光景時，神就來找這樣的祭司：不離棄神所賜的標準，照着那標

準來傳揚神的話語。在舊約，當以色列屬靈的光景後退的時候，以賽亞、以西結

等先知按照神的標準來講話。這些神的僕人們，體會神的心腸，按着神的感覺、

神的要求，替神說話。在這些僕人中間，以西結是特別的，因為在他身上有一個

特別的職事，就是叫他來衡量當時異象中的聖殿。今天我們就站在神家祭司的角

度上做這個衡量的工作，而基督是衡量的標準。那麼我們就要問問自己，對這個

衡量的仔細要求，有否小心地注意呢？這個仔細的認識神的標準，是我們每一個

作祭司的基本條件。 

你如果注意舊約，會知道作祭司的人很少說話。祭司的工作是在祭典前說一

些感恩的話。他們有禱告，也給神的話語一點解釋，但不常見他們的長篇大論，

以西結是例外。在新約，我們的主耶穌是大祭司，祂也講了很多大道理。如果神

允許一個祭司講比較長的道理，那麼他給我們講的是甚麼呢？在祭司的心裏面放

的是甚麼？祭司有一個特殊身份，因為他不論白天或晚上，都是在神的殿裏，他

能做甚麼呢？現在以西結看見主，就說預言了。他的預言很難懂，他不是很有口



才的人。以賽亞講得比他好，能一針見血；他沒有辦法按一二三個重點，很清楚

的講完。 

以西結的職事 

從以西結的職事裏，我們能找到三個特點，在摩西身上也找到同樣的影子。

在那個時代，祭司是亞倫的職責，摩西是神的僕人。亞倫不太講話，當他開口，

也講得不是很好。以西結的三個特點，也在其他相類似的僕人身上可找到。讓我

們找出這三個特色。 

以一個祭司來說，第一個特徵是非常注意神說過的每一個細節。因為他們的

一生是奉獻給神的家，所以自然而然對神家裏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門、每一個窗，

都非常仔細的認識。他從孩子起就開始學習每個祭物是怎麼獻的，各有甚麼講

究，各有甚麼特點，他一樣一樣地學習。祭司最喜歡的那卷書就是利未記（這也

是你們喜歡的書嗎？），他們也喜歡那些尺寸的事情；因為這些是神家裏的細節。

（你懂得這個講究的人，就會懂得基督的準確與基督的美麗。）祭司們也喜歡秩

序，也喜歡對稱性；完美的對稱對祭司來講真是太棒了。（我們中間有多少人能

夠欣賞祭司？） 

在四十到四十八章的九章聖經裏，有一百次講到尺寸，我們若念出來，大家

一定會嫌煩，但如果你是祭司，你絕對不能疏忽。天使把神的殿的每個細節都仔

細地衡量，以下我們看幾節做代表： 

「他量外院朝北的門，長寬若干。」（四十20） 

「於是他帶我到殿前的廊子，量廊子的牆柱。這面厚五肘，那面厚五肘。門

兩旁，這邊三肘，那邊三肘。」（四十48） 



「他帶我到殿那裏量牆柱：這面厚六肘，那面厚六肘，寬窄與會幕相同。」

（四一1） 

「這樣，他量殿，長一百肘，又量空地和那房子並牆，共長一百肘。」（四

一13） 

「他帶我出來向北，到外院，又帶我進入聖屋；這聖屋一排順着空地，一排

與北邊鋪石地之屋相對。這聖屋長一百肘，寬五十肘，有向北的門。」（四二1-2） 

後來講到從聖殿裏流出來的水，他也去量它的深度。 

「他手拿準繩往東出去的時候，量了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到踝子骨。他

又量了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就到膝；再量了一千肘，使我蹚過水，水便到腰；

又量了一千肘，水便成了河，使我不能蹚過。因為水勢漲起，成為可洑的水，不

可蹚的河。」（四七3-5） 

「城四圍共一萬八千肘。從此以後，這城的名字必稱為耶和華的所在。」（四

八35） 

每次的量，對祭司來講都是太奇妙的事；沒有任何一個忠心的祭司會把這些

細節忽視的。美國人說，魔鬼是在細節裏。我們基督徒應該把它改一改：細節裏

存有真理。以西結這位祭司就是這樣準確的認識神話語裏的細節。 

 

祭司第二個特點，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獻給主。因這緣故，他們完全為神的百

姓代求。在第一點，祭司要注意枝枝節節，好像很狹窄；第二點則顯出他們寬廣

的心胸，是他們從神得着的一個負擔。在以西結書的四十八章裏，有一句話貫穿

整全書，出現了74次，可見這個感覺是從神來的，也成為先知的感覺，是祭司的

心。這句話是「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每一個人都能夠認識耶和華。 



當神審判那些不聽話的百姓時，祂要他們認識耶和華。神對祂的百姓有極大

的憐憫，祂向他們施展極大的恩典時，祂有一個存心，是要祂的百姓認識祂是耶

和華。這是祭司的心，要讓神的百姓真的認識祂是耶和華；因此祭司在殿裏為百

姓代求。 

不單代禱，祭司要走出會幕，在外面接受祭物，這個能讓祭司的心得着滿足。

神的百姓從外面把祭牲帶到聖殿來，到了祭壇，站在祭壇面，祭司就把這祭牲剖

開，獻在祭壇上；這個祭牲有一部分給獻祭的人拿回家。經過這個步驟，獻祭的

人便能夠認識耶和華神。 

利未記記載許許多多祭祀、禮節，是神教導祂的百姓，讓他們知道甚麼是聖

潔。在利未記，神說了四十九49次「我是耶和華，你應該這樣行」「因為我是耶

和華」。不管講到哪一條文，哪一細節，結論總是來到這點。在新約，耶穌身上

表明的是同樣的道理。 

在約翰福音第十七章，祂為門徒禱告說：「認識主耶穌，並且認識差祂來的

神，這就是永生。」又說：榮耀的神，祢與我同享的榮耀，我也要讓我的門徒和

我一起共享。我們如果不懂得主耶穌是站在大祭司的地位上來禱告，就不知道祂

所禱告的就是父神的心。 

在祭司身上還有一個更深的感覺，就是要讓神的榮耀顯明。摩西在山上的時

候，他禱告說：神啊，讓我看見祢的榮耀。所以祭司在家庭裏，從小就受父母教

導認識聖殿裏各種器具和陳列的細節，這些細節展現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看見

神的榮耀充滿整個殿。這個榮耀不但顯現在會幕的時代，也在大衛的時候。神把

尺寸啟示給他，他交給兒子所羅門，所羅門照着尺寸來建造，建成後，在獻殿典

禮上，神的榮耀就充滿這個殿。 



以西結雖然沒有在聖殿裏事奉神，但是神把祂的榮耀向他顯現，啟示祂未來

的殿。雖然這殿當時還沒有被建起來，但是他已經看見神的榮耀充滿了那殿。所

以今天我們新約的祭司，要有同樣的感覺；不管聚會的地方有多大，除非有神的

榮耀在中間，否則一切都是虛空的。我們要問自己：有沒有祭司的心？有否為着

神的百姓有祭司的禱告：「神啊，讓每個人能夠學習認識耶和華是神」？有否對

神說話的每個細節，都給予最大的注意力？細節不難找，你只要來到主耶穌面

前，就可從祂身上看見神所注重的每一個神家的細節。你有看見神的家被神的榮

耀所充滿嗎？你以甚麼為滿足？是神的要求，還是其他任何的事物？ 

我們被呼召為祂的祭司，真正能達到這祭司身份的實際表現，就是參加這個

團體的禱告。今天有很多人是禮拜天基督徒，參加禱告會的很少。我們有多少人

願意付出代價，為着神在教會中的細節、為着祂榮耀的顯現來禱告？特別在這個

末世的時候，在一切都反常的時候，真需要有人來到神面前，為着祂的旨意、祂

的心意來呼求。 

以西結如何為神盡忠 

以下我們在以西結這卷書裏，看以西結如何為神盡忠；我只提兩點。 

「以後，他帶我到一座門，就是朝東的門。以色列神的榮光從東而來。祂的

聲音如同多水的聲音；地就因祂的榮耀發光。其狀如從前祂來滅城的時候我所見

的異象，那異象如我在迦巴魯河邊所見的異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華的榮光從

朝東的門照入殿中。靈將我舉起，帶入內院，不料，耶和華的榮光充滿了殿。」

（四三1-5） 

在前面的三章，天使已經照着神的要求，把聖殿各各部位量了五十次。他把



神的話所有細節都詳細記錄下來。忽然間，神的榮耀就進到神的家中。這段話給

我們一個很寶貴的功課，是我們需要學的：每一次神講到祂的家的尺寸，目的就

是要把榮耀帶進家。因為神在衡量祂的家的時候，是要找一個祂可以安歇的所

在，祂可以安息在那裏；祂能在那裏得着滿足，就把祂的榮耀充滿在那裏。所以

每一次神在那裏衡量甚麼的時候，緊接着要來的就是榮耀。在新約啟示錄二至三

章的七封書信裏，我們也看見主耶穌在衡量祂的教會。主在那裏說：看哪，我必

快來。所以每一次我們感覺到神在衡量我們的時候，那是一個好消息，因為要帶

來的就是祂的榮耀。 

在這個意義上來講，好像今天政府派人來檢查房子。當那個檢查官來的時

候，他按着尺寸量這個房子，每一件事都要合乎標準。如果合乎標準了，就把水

和電接通，你們就可以住進來了。同樣，主來衡量我們的教會，不僅是要我們修

正一下。當然這是其中一部分，祂的目的是要充滿我們，祂要把祂的榮耀充滿教

會裏。 

衡量是一個重要的時刻。舊約裏每一次出現衡量的時候，就是榮耀馬上顯現

的時候。我不知道你們讀出埃及記的時候，有否把二十五至三十九章跳過去；這

幾章聖經都是講到會幕的尺寸。當時神對摩西說的，你要為我造一個會幕。神並

且提醒他：你要按照山上所指示你的樣式來造這個會幕。感謝主，神找到這摩西，

他是非常注意細節的人，所以他順服神給他的啟示，每個細節都遵照神的吩咐來

做。當他按照山上的樣式造好會幕後，那一天神的榮光充滿會幕，祭司都無法站

立，要跑到外面去。祭司都不希望在進殿門的時候被打岔；但如果你真的是祭司，

你巴不得神的榮耀來打岔你。 

歷代志下講到所羅門的聖殿，記錄所有的細節、尺寸，而這根柱子、那條樑



放在哪裏，都有仔細的規定。聖殿是按着神的標準建造的，然後他們把神的約櫃

抬進聖殿裏，立時神的榮耀充滿整個聖殿。在那一天，祭司們看見神的榮耀充滿

祂的家的時候，病人得着醫治，傷心的人得着安慰，神的榮耀顯現在他們中間。

教會在地上出現的時候，我們也看見同樣的榮耀。因為神的榮耀，祂與我們同在。

這就是祂的榮耀。 

今天有誰按照神的尺寸來看教會是否合乎神的標準呢？當保羅來到他職事

的晚期時，他說到神的家已經變成大戶人家了，這個標準已經模糊了。保羅告訴

我們，在大戶人家，有貴重的器皿，也有卑賤的器皿，但是在這個大戶人家找不

到榮耀。只有那些忠心神的僕人照着神的要求事奉的，才能有神的榮耀充滿。今

天我們在地上所看見的大教會，他們所做的事情是按照人的意思來做。一個很希

奇的事，當主耶穌來到這世界以前，當時是大希律作王，他決定美化聖殿，把很

多金子貼在牆上，成為金碧輝煌的大殿，作世界奇觀；此後世人看見這個殿就會

紀念他說：哦，這是偉大的希律的傑作！於是他就照着自己的智慧為聖殿加添了

很多東西，他覺得這樣更漂亮更好。在這一個人視為很漂亮的殿裏，卻找不到榮

耀。這是一座很輝煌的建築物，但是看不見神的榮耀。 

弟兄姊妹，你們真知道神家的標準嗎？你們在使徒行傳裏，好像讀出教會一

些外表的結構，即或如此，並不表示你能夠上基督的標準；你必須看見基督手裏

拿着線鉈，按着祂的標準來衡量。今天很多年輕人對於細節的事情不感興趣，只

要有個地方聚會就好了。弟兄姊妹，我要提醒你們，你們要看見神的榮耀充滿祂

的家，你們必須對細節非常的注意。今天教會的光景在墮落裏面，成為大戶人家

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呢？那我們要看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們可以效法。 

「人子啊，你要將這殿指示以色列家，使他們因自己的罪孽慚愧，也要他們



量殿的尺寸。他們若因自己所行的一切事慚愧，你就將殿的規模、樣式、出入之

處，和一切形狀、典章、禮儀、法則指示他們，在他們眼前寫上，使他們遵照殿

的一切規模典章去作。殿的法則乃是如此：殿在山頂上，四圍的全界要稱為至聖。

這就是殿的法則。」（四三10-12） 

以西結是在被擄之地，神所興起來的一位先知。他就往巴比倫的提勒亞畢城

去。在那裏，他發現這些被擄的猶太人並沒有因為遭神的懲罰而悔改，還是非常

的剛硬，仍頂撞神。他們對過去所犯的罪一點羞恥的感覺都沒有；聖殿都被尼布

甲尼撒王摧毀了，他們在神面前也不感羞愧。以西結先知二十年在他們中間，用

各種方式來表達神的心，甚至用很極端的方式來表達，希望能抓住以色列人的注

意力，但都沒有甚麼果效。此後神對以西結說：現在你要這樣做，你注意聽，注

意看，然後把你所聽的、所見的，告訴以色列家，把神的家這一個尺寸告訴他們。

如果他們中間有一少部分人，因着聽見你所說的感覺慚愧，在神面前悔改；那你

就將殿的規模、樣式、出入之處，和一切的形象、典章、禮儀、法則指示他們，

叫他們按照神的尺寸、神的標準和要求生活。 

如果要講教會墮落的光景，我們可以花很長的時間來指出我們所有的罪、所

有對不起神的地方。但是今天神要恢復祂的見證，有祂更高的方法。與其說負面

的事，更願意弟兄姊妹看見那榮耀的教會應該是甚麼樣子的。所以我告訴弟兄姊

妹，那個衡量一切的標準是在耶穌基督的手裏，祂是一切衡量的標準。今天我們

有沒有看見這異象呢？這個就是我們的生命和生活中，有沒有被主對付過、重整

過？基督手中的這一個線鉈，就是十字架。祂拿十字架來衡量我們個人與我們團

體的生活，你們有沒有看見？有沒有經歷？神在用十字架來對付我們每一個人。

祂是不是在衡量我們的生活呢？可能你們看見的都是小事，但不要輕看小事的日

子。我們應該以基督手中有這個線鉈為快樂。因為神的家要恢復，這個十字架就



變成她的標準，她的方法。當這個線鉈在耶穌手中，聖靈就有自由在祂的百姓中

間作工。 

神恢復的工作 

今天在這個神恢復的工作裏，祂在找有祭司之心的人。如果你們感覺到神正

在作這個工作，你就知道緊接着要來的就是祂的榮耀。以西結被稱為非帶出咒詛

的先知，而是帶進榮耀的先知。那麼今天我們的見證是甚麼呢？我們是不是被榮

耀的盼望來充滿呢？我們看見主在我們中間嗎？我們聽見主對我們生活的每一

個細節有祂的要求嗎？我們對祂的榮耀能否在祂的教會中彰顯有負擔呢？如果

我們說基督是今天衡量教會的標準，那我們就需要有這樣的祭司，對神所有要求

的細節非常的熟悉，而且傳講在神的教會中。 

弟兄姊妹，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日子，有一千四百人來參加這個大會。我相信

不是人因為好奇而跑到這裏來，因為我們的主要在這段日子裏做一些奇妙的事，

祂的心想要教會達到基督的豐滿和基督的榮耀，因這緣故，祂把我們招聚在一

起。我們要看見我們是在基督這個線鉈的標準底下，我們要等候神把祂的榮耀藉

着祂的工作帶進來。願神幫助我們。 

禱告 

主！我們實在感謝祢，祢讓我們每一個人能夠成為君尊的祭司；我們要摶揚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我們作祢活的祭司，也在祢活的家中，

被祢建造成為一個祭司的國度。主！我們在這裏向世界作見證，耶穌是這個見證

寶貴的房角石，也是在我們中間的那線鉈。不管我們過去用了甚麼世界的標準，

今天願意在祢面前悔改、放棄；我們在這裏宣告主耶穌是唯一的標準。主！我們



禱告求祢在我們中間興起有這樣祭司心志的人，在神的家中作代禱者。主！我們

感謝祢在這樣黑暗的時代，仍然做奇妙的工作，我們求祢自己的榮耀在祢的教會

中顯出來。願祢的榮耀快快地顯現。我們感覺到祢的衡量在我們中間進行。我們

感謝祢把我們放在這個時代中，幫助我們來遵行祢的旨意。奉主耶穌基督寶貴的

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