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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帳幕在人間(二)
基督和祂的教會

江守道

讀經：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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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見殿裏有賣牛、羊、
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裏。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
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鴿子的說：
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祂的門徒就想起經上
記着說：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因此猶太人問祂說：祢既作這
些事，還顯甚麼神蹟給我們看呢？耶穌回答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
要再建立起來。猶太人便說：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祢三日內就再建
立起來麼？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為殿。所以到祂從死裏復活以後，
門徒就想起祂說過這話，便信了聖經和耶穌所說的」（二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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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我們為了祢招聚我們在祢面前感謝祢。我們感謝祢，祢與我們
同在，我們真知道祢在這裏。我們實在知道我們是站在聖地。我們把這段
時間完全交在祢的手中，願祢向我們每一個人說話。我們感謝祢，因為祢
實在知道我們每個人的光景，但願祢對我們每個人的心說話。我們願意在
祢們兒女們當中，使祢的名得着榮耀，因着我們這樣的聚集，能夠催促祢
的回來。我們的心渴慕祢；主啊，求祢快來。奉主基督耶穌的名禱告。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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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召聚我們在祂的跟前，這是多麼的美好，如果今天是祂回來的日
子！這實在是我們的盼望，是我們心中的呼求。主耶穌啊，求祢快來。我
們感謝主，因為祂認識我們。我們一再看見祂給我們機會，祂要我們實在
能有一個喜樂的心；當然我們也願意祂的心得着喜悅。我們相信能聚在這
裏，是再一次的機會，叫我們能夠預備祂的回來；那一天，我們就看見祂
的榮美。我們看見祂對着我們的是一個笑臉，這實在是我們今天聚集的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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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過以色列百姓如何的背叛神，最後他們被擄到巴比倫；這實在是
一件很悲慘的事。弟兄姊妹，神就是愛；雖然人失敗了，神的心仍然向着
他們。所以經過七十年的被擄後，在神憐憫底下，神允許他們回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在那七十年被擄時期，神不再被稱為天地的神，只能夠被稱為
天上的神；因為在地上沒有祂的見證，祂的百姓失敗了。但是在神極大的
憐憫中，當七十年被擄日期滿足的時候，神就藉着波斯王允許以色列百姓
回去重建聖殿。
弟兄姊妹，如果我們在其中，我們的反應是怎樣呢？可能我們都起來回
歸，這是我們七十年來的盼望。但很可惜，許多以色列的百姓在被擄之地
覺得滿足，因為在那裏受到善待，有相當的自由，可以蓋自己的房屋，有
自己的事業，他們非常的成功。所以當諭旨傳下來，只有少數的餘民回歸。
這一群人因着聖靈在他們裏面的挑旺，他們愛神比一切更甚，願意放下一
切，回到耶路撒冷，為神重建聖殿。
為甚麼重建聖殿是那麼重要呢？因為藉着聖殿，神的名才能夠在地上顯
出來。雖然在艱難中，最後他們能夠重建聖殿，這樣就可以恢復殿裏一切
的事奉。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知道人的軟弱，雖然有一個好的起頭，漸
漸就開始退後。有一些人因着所遭遇的難處，回到巴比倫；那些留在猶太
地的，就與當地的人聯合，甚至拜偶像。所以我們發現神的兒女們一次再
次的背叛神。
為了這個原因，我們看見在瑪拉基書神最後說的話中，神在那裏向他們
挑戰。瑪拉基之後，有四百年之久，神沒有講話。弟兄姊妹，我們的神是
說話的神，祂願意向祂的百姓啟示自己；但因着人的光景，叫神不能說話。
想一想，四百年之久，神沒有說話。然而不管人如何失敗，神不能失敗。
四百年之後，突然之間，神再說話了。神興起了施洗約翰，他在曠野宣告：
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他是我們主耶穌的先鋒。在神極大的憐憫裏面，
經過了人的失敗，神差祂獨生的愛子來到地上，成為一個人，來成就為人
一切的計劃。聖經告訴我們，道成肉身，那「永遠的道」成為一個人，充
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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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為人的樣式
當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我們看見天開了三次。你知道嗎？天關閉了
四百年，突然之間，天開了，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祂。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我們看見祂的一生是在父的旨意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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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底下。雖然祂是一個人，有自己的意志，但是祂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而
是照着父的旨意。祂說我靠着自己不能做甚麼。從人來講，祂能做，但祂
拒絕做任何事情，祂所做的都根據父的旨意。祂甚至說，我不能 憑自己說
甚麼，除非我聽見父說的話。祂說我的時間不方便，我要等候父的時間。
我們發現祂一生都在那裏捨己。如果地上有一個人不需要否定自己的，那
位只有的就是我們的主；但是祂也捨己，活出一個完全依靠神的生活。
弟兄姊妹，這是人應有的樣式。然而在主的身上，我們看見一個人的榜
樣，我們看見這是神要得着的人。在腓立比書第二章，我們看見對祂的形
容。五至六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
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這裏說的形像不是外表的形像，是裏面的形像，
是講到祂內在的性情。因為祂是神，有神一切的性質，但祂不以這同等為
強奪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讀這句話的時候，它提醒我們，曾經有一位要
與神同等，牠來爭奪；這一個是被造的，卻要與神同等，那就是墮落的天
使路西弗。但我們的主耶穌有這樣的權利，祂是神，一切都是屬於祂的；
因為祂與父原為一，父一切的品質就是祂的品質，沒有比父多一點或者少
一點。弟兄姊妹，但在這裏我們看見祂有這樣的行動：倒空自己。
講到虛己，我們有甚麼能夠倒空呢？要倒空的是我們的罪惡、我們的過
犯，我們沒有甚麼好東西可以倒空。但是我們的主耶穌，祂是神，神本性
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在祂裏面，祂倒空那麼多。但是我們要記住一點，
雖然祂倒空自己，卻不能倒空祂的神格。祂是神，這是不能倒空的。一切
榮耀、豐富、權柄，祂都自己倒空了。這是極大、至高的倒空。
祂是那樣的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這裏再次講到形像。這個形像是祂
裏面實在的性質，祂內在的品質。祂既有人的樣子，祂的心裏面是一個奴
僕的心。在神面前，祂好像一點權利都沒有；祂把一切權利都給了神，祂
裏面的感覺是一個奴僕的心。
這是神心意裏本來要人有的光景。當神造人的時候，是帶着那麼榮耀的
指望；祂願意人有一個奴僕的心，去事奉神的旨意。但是人自以為是，要
自己獨立，要自以為主，要自己作神。這就是人的失敗。今天還是如此。
當我們的主來到地上的時候，在祂心中是一個奴僕的心。祂把自己一切的
權利都交給了神，祂願意順服父。外面祂取了一個肉身，人的形像，祂內
裏卻有一個奴僕的心。弟兄姊妹，這就是在神眼中，人本來應有的樣式。
外表我們是人，裏面我們是奴僕；我們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不是使用
自己的權利。今天地上的呼聲乃是我的權利，而合神心意的人，他的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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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爭取自己的權利，他樂意神在他身上能夠行使一切權利。這就是我們的
主耶穌在地上的生活。我們在這裏看見祂取了人的形像，存心順服。既有
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這是人的代表。這是一個
體貼神心意的人。這個是神要得着的的人。
神在人身上一切的心意，都在耶穌身上完成了。為了我們的緣故，祂在
肉身裏面上十字架，解決我們的罪。當祂在十字架上斷氣的時候，祂說：
「成了」，一切都成就了。救恩已經預備好了。弟兄姊妹，這是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為人的一生，祂彰顯了人應有的樣式。不但向我們顯明，而且為
我們預備了救恩，叫我們能夠跟從神，叫祂的生命能夠成為我們的生命；
祂生活的態度，成為我們生活的態度。這是祂為我們所預備的救恩。
主耶穌是真的聖殿

為甚麼主耶穌要降世為人？路加福音說，祂來是為了尋找拯救失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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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約翰福音裏告訴我們，祂來這個世界是要做新郎。祂來到地上，為了
要尋找祂的新婦。根據四福音的記載，祂在地上所遇到的都是瞎眼、瘸腿、
殘疾、有疾病的人，這些人不能成為祂的新婦。祂來到地上來尋找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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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找不到，所以祂要預備祂的新婦。因此你看見祂，直到最後祂在地上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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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祂在那裏開始告訴我們，祂為什麼來到地上。
當以色列人拒絕祂的時候，祂就退到該撒利亞的腓立比，那是一個外邦
城市。祂被逼退下來。在那裏，祂頭一次告訴人，祂為甚麼來到世上。祂
對門徒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它」
（太十六18）。當百姓在拒絕祂的時候，祂問門徒，「人說我是誰？」門
徒聽見很多人對祂的批評，卻都講些好聽的：有人說祢是施洗約翰從死裏
復活；有人說祢是以利亞；有人說祢是大先知，是在申命記裏所說的那先
知。
弟兄姊妹，如有人對你說：你像孔夫子一樣，你的反應如何？你說：豈
敢，豈敢，我不配。對於主，雖然門徒對祂說這些最好的話，但是主並不
滿意。所以就問門徒：你們跟隨了我三年之久，你們應該認識我吧。感謝
神，彼得說話了。他說：「祢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祢是神的兒子，
講到工作職事；祢是基督，是神差來的，為了那特定的職事。為着這句話，
我們的主就在那裏啟示祂為甚麼來到世上。主說：「你是彼得（「彼得」
意「一塊石頭」，一塊磐石裏面出來的小石頭），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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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磐石上」。這塊磐石是指我們的主自己，講到主自己的宣告。就是彼得
說的，「祢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這是根基。在這個根基上面，主
說，我要建造我的教會，陰間的權勢不能勝過它。
當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聖殿已被重建了；但是這個聖殿不能跟所羅
門建造的聖殿相比。希律王在那裏要擴大聖殿，他不但把聖殿的範圍擴大，
並且在聖殿上面加了很多寶石，所以這重建的聖殿是一個非常榮美的建築
物。當我們的主離開聖殿的時候，祂的門徒指着聖殿說，這是多麼榮美的
啊，這是何等的一個殿，這是以色列國的榮耀。然而在聖殿裏，一切的事
奉都在進行着，裏面卻缺了一些東西，裏面沒有約櫃。那裏有祭壇，有燈
臺，有陳設餅的桌子，但是在至聖所裏面卻是空的，沒有約櫃。沒有約櫃，
就沒有神的同在，那裏所有的一切宗教活動都是外表，裏面沒有真實，神
不在其中。神在哪裏呢？神與耶穌一起。所以在那個時候，你會看見，我
們的主耶穌才是真的聖殿。
當我們的主來到耶路撒冷，祂在聖殿裏看見甚麼呢？祂看見做買賣的，
兌換銀錢的。為甚麼這樣？因為以色列百姓到聖殿的時候，他們在那裏要
買牛、羊、鴿子，這些被祭司驗證認可的。如果從遠處帶一隻羊來，祭司
可能不認可；不認可的牲畜，就不能獻祭。他們又要付丁稅，那需要兌換
聖殿的銀錢。所以，為了人的方便，在聖殿裏就有那些賣祭牲的，因為這
些都是已驗證過的；又有預備好兌換的銀錢。從外面來說，是為了方便，
但實在是個很賺錢的生意。對於這些做買賣的商人和祭司，都是有利可圖
的。百姓來到聖殿，不曉得這些事情，但我們的主清楚裏面到底是甚麼。
所以，當我們的主開始祂的職事時，就潔淨聖殿；祂推翻那些桌子，把那
些牛羊趕走。祂說，你們把我父的殿變成做買賣的地方了。
當祂的服事到了末期，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時候，祂進到聖殿，那些
做買賣的還在那裏叫賣，並且光景更糟糕。主說，這是萬國禱告的殿，你
們把她變成賊窩了。所以在主一生裏，從事奉的開始，到最後一次上耶路
撒冷，祂兩次潔淨聖殿，但是他們仍然拒絕祂。
那個聖殿外表上好像是神的殿，但實際成為賊窩了。地上的帳幕在哪裏？
是在我們的主耶穌身上。所以當祂第一次潔凈聖殿，他們要祂顯神跡證明
身份時，主說，如果你們拆毀這個殿，我三日內要建立起來。猶太人說，
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啊，祢怎麼三天把它重建起來？我們主耶穌這話，
是以祂的身體為殿。因為他們要毀掉祂的身體，祂第三天從死裏復活。祂
復活之後，祂門徒把這件事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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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為會幕
初期教會
我們的主在地上的時候，是神真的會幕。不但祂自己是，而且祂也預備
建造祂的教會成為會幕。這件事記載在使徒行傳裏。我們的主升天時，有
五百多個弟兄看着祂升天。主對他們說，你們回耶路撒冷去，等候從上面
降下來的能力。那五百多個弟兄理應回耶路撒冷去，但很可惜，只有一百
二十個人回去。這一百二十人聚集在一起，天天禱告，等候從上 面來的祝
福。我們都知道那件事。感謝神，五旬節那一天，他們聽見大響聲，又有
大風吹過，好像是一個人的吹氣；神在那裏吹氣，神的氣息充滿整間屋子。
有舌頭像火降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在那裏訴說神的榮耀。在同一天，有三
千人悔改信主。
這三千一百二十人怎麼樣呢？使徒行傳二章四十二節：「都恆心遵守使
徒 的教 訓， 彼此交 接、 擘餅 、祈禱 」。 使徒 的教訓 ，「 使徒 」是複 數；
「教訓」、「交接」卻是單數。換句話說，雖然有十二個使徒，他們每個
人有不同的着重點，但他們的教訓是一個；因為他們所教導的都是從主領
受的。他們沒有自己的教訓，只教導從主那裏領受的教訓。不但如此，他
們只有一個交通，沒有彼得的交通，沒有雅各的交通，只有主耶穌基督的
交通。
他們聚在一起，繼續地恆守；這裏特別藉着兩件事來表明，一是擘餅。
在今天的基督教裏面，擘餅是被忽略的，只是偶爾舉行一次，但是在初期
教會，擘餅是他們聚會生活的基礎。他們聚在一起記念主，一起禱告。如
今教會禱告聚會的人數也非常稀少。但是，當時這是他們的生活，神賜福
他們。他們有一個榮耀的起頭，在三十年不到，福音就傳到了地極（當時
羅馬就是地極）。
雖然他們當中有難處；感謝神，如果一切難處是根據神的旨意解決，那
就會成為祝福。今天我們很怕有問題，如果我們把這些問題難處帶到主跟
前，根據神的旨意解決，就成為教會的祝福。當時有講希利尼話的寡婦在
供應上被忽略了。這是一個難處，他們選出七個人來管理飯食，把問題解
決了。如果仔細地讀那七位負責管理飯食的人，可能除了最後一位，他們
都是講希利尼話的猶太人。講希伯來話的信徒選了這些講希利尼話的信徒，
裏面沒有一點自私，一切都是為了神的榮耀。所以我們看見在三十幾年，
教會擴展到羅馬。這是一個榮耀的起頭。

6

W

es

tC

oa

st

Ch

ris

tia

nC

on
fer
en
ce

第一、二世紀的教會
第一世紀的末期，十二個使徒中仍然活着的只有約翰。那個時候他在小
亞西亞事奉，後因着主耶穌的話，跟耶穌基督的見證，給放逐到拔摩海島。
當主日他被聖靈感動，在那裏看見一個異象—七個金燈臺，在七個金燈
臺中有一位像人子。那是我們主耶穌屬天職事的異象。主在地上的時候，
約翰是祂最親密的門徒，約翰比任何人更認識主。在拔摩海島，神把主耶
穌屬天的職事啟示給他。我記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位年老的姊妹要受浸。
那時候如果要受浸，要經過與長老的談話。長老問她：主在天上做甚麼？
她想了一想，說：主在天上看着我，在我身上找錯處。當然她沒有及格。
我們的主在天上是做大祭司，在那裏服事我們；不單服事我們每一個人，
祂在服事全教會。我們看見主在服事小亞西亞當地的七個教會，這是約翰
被放逐之前所服事的教會。主親自服事這些教會，祂在那裏尋找甚麼？祂
要在那裏找到祂自己。
我記得一個真實的故事。哥頓（A.J. Gordon）是一個神所用的僕人，他
在波士頓（Boston）一帶服事神。有一次他作了一個夢，在夢裏他在聚會
的講臺上，看見一個陌生人進來，有人引領他坐在前面。不知道為甚麼，
這個陌生人吸引了哥頓的注意力，所以他講道的時候就想：這個人覺得我
講得怎麼樣？他覺得我們的管風琴怎麼樣？詩班怎麼樣？心想散會後定要
見見這個人。牧師通常在聚會後，站在門口與每一位握手問安。但是他到
了門口的時候，那個陌生人已經走了。於是他就問招待員，那個陌生人是
誰？招待員說，難道你不知道祂？祂是主耶穌啊。哥頓夢醒后，你們知道
發生甚麼事？從此以後，管風琴除掉了，詩班取消了，他成為一個神大用
的僕人。當耶穌來到你的教會，弟兄姊妹，你覺得這是很希奇的事嗎？如
果我們的主不在這裏，我們為甚麼聚集？我們是在祂的名下聚集？我們看
見祂在這裏服事祂的教會。
在第一、第二世紀，教會受到極大的逼迫。在第二世紀的時候，有一個
非常著名的故事，士每拿教會的坡旅甲（Polycarp）主教遭逼迫的時候，
弟兄姊妹要把他藏起來，他不願意。弟兄姊妹一再請求他藏起來，他就跑
到一個鄉村去。有一天，有士兵來抓他，他開門把他們請進來，給他們吃
一頓筵席。他對士兵說：給我一個小時好嗎？我要禱告。他就回到房間，
禱告了兩個小時，然後出來叫他們把他帶走。當他被帶到公會面前，公會
見這個人年紀這麼老了，有些可憐他之心，便對他說：你只要敬拜我們的
皇帝，否認你的神就可得到釋放。他說：我事奉主八十六年之久，祂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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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虧負我，我怎麼能夠否認祂的名？於是他就被推下去焚燒。第二、第
三世紀的時候，有許多神的兒女殉道，我不能講太多的故事。感謝神，許
多人都至死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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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墮落
到了第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接受基督教成
為合法的國教。他鼓勵他的軍兵受洗，如果他們願意受洗，會得到賞錢和
衣服。當兵的為了討君王的歡心，又給錢，所以都受洗了。所以那個時代，
基督教非常受歡迎。但是這些受洗的人根本不明白救恩是甚麼，他們怎能
夠事奉神呢？於是他們就訓練一些人來，叫他們做一些屬靈的事情；基督
教就這樣地墮落下去了。
第六世紀，羅馬天主教正式成立，從第六到第十六世紀，我們稱為黑暗
時代，基督教失掉了她屬靈的意義，人都不知道怎麼得救。她說你們要積
善積功德，如果積了足夠的功德，死的時候就能上天堂；如果沒有足夠的
功德，你們要去煉獄。但是有一些聖人，他們的功德超過了他們需要的；
如果你向他們禱告，他會把他多餘的功德分一點給你，縮短你在煉獄的日
子。羅馬天主教要建聖彼得大教堂，需要很多錢，所以派人出去賣贖罪券，
說：當你的錢及其響聲掉到這個奉獻箱的時候，你的親屬就從煉獄裏升到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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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恢復
感謝讚美主，在十六世紀神興起一些人，他們宣告：我們是因信得救的。
他們當時要求有一本打開的聖經，因為在那個時代，聖經是鎖起來的，平
信徒是不能讀聖經的。那是宗教改革的時候，神興起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加爾文（John Calvin）、慈運理（Ulrich Zwingli），他們要
求有一本打開的聖經，他們特別講到因信稱義。這是改教時期的開始。
進到十七世紀，在那些更正教（Protestant）的地區裏有敬虔的人，他
們願意真正地與神接近。其中有喬治霍克斯（George Fox）弟兄，他創立
之 貴 格 派 （Quaker）裏 有 很 多 著 名 的 弟 兄 ； 在 天 主 教 裏 面 也 有 蓋 恩 夫 人
（Madame Guyon），所以十七世紀出現了敬虔運動（Pietism）。到了十
八 世 紀 ， 有 新 生 鐸 夫 （ Zinzendorf ） ， 還 有 莫 拉 維 亞 運 動 （ Moravian
movement），他們差派出許多傳教士去傳福音，甚至甘心被賣為奴隸去傳
福音。他們也開始了二十四小時不斷地禱告，持續了一百年。從莫拉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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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運動開始，我們看見約翰衛斯理的循道會（ John Wesley Methodist
Church）。到了十九世紀，弟兄運動（Brethren movement）實在是一個
偉大的運動，有多少人放下自己教會里的頭銜，彼此稱為弟兄。
我們實在相信神恢復的工作從十六世紀開始。直到二十世紀在中國，神
也興起了許多位弟兄，大大使用他們。在北方有王明道弟兄；南方有宋尚
節弟兄，他實在是一位偉大的佈道家，我個人對他很熟悉；還有倪柝聲弟
兄。在英國有史百克弟兄（Theodore Austin-Sparks），他開始傳講神永
遠的旨意。在印度有巴新弟兄（Bakht Singh）廣傳福音。這是二十世紀我
們所見到的。
如今到了二十一世紀，我相信在這個時代，神不是要興起甚麼屬靈的巨
人，乃叫神的兒女們學習如何作身體合一的見證，叫基督身體的見證帶進
主的再來。
禱告：親愛的主，我們心中的祈禱是求祢快來。祢的兒女們在這裏等候
祢。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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