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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主的吩咐建造会幕时所显现"才干和财物"的丰盛 

经文：《出 38:21-31，代上 29:1-21》 

 

 

序言：各位平安！2020 年 10 月的第一个主日了，今年是非常的特别，也是特别的时代已经

开始了，盼望我们每个有在 2020年结束之前，真的会得着特别的恩典，特别的规模和系统，

真的会认识主的带领。将一切常常干扰我们的，试探我们的那些杂事，很复杂的杂事里面快

快的得到释放。 

我也常常为我的儿女，我的后代祷告，有时各位也是不要在这个地上小小的世界里面，

因着小小的事而被困住和干扰。我们真的要飞到第三层天，看的是整个 6000年的主的救恩的

历史，也从国度的眼光，来看地上的 70年，看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的事，整个世界是为什么而

存在？往哪里走？知道的人就不像那个井底之蛙一样，在小小的事情上一直被困住。要知道，

主已经给我们跟他从死里复活，已经坐在天上的那个灵魂、那个的灵眼、那个的真理、那个

的事实，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真的要带着这个眼光来要看的，当然个人的事情也很重要，

家庭的事情、儿女的事情，我们要细心照顾、是非常细心认真要照顾的，但是要用从天上来

的能力要照顾的。我讲的话各位真的要明白，要不然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常常被干扰或骚扰。 

特别我们的弟兄们，弟兄们真的是属灵的大丈夫，姐妹们是比较向内。特别我的儿子，

常常为他祷告的事，他是男子嘛，要从更高的地方要看，看跟上帝的目标和作为，无限圣灵

的光照，得着来要保护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盼望在神国里真正有这样的耶和华的精兵多

出来。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出 38:21-31》已经会幕院子、圣所、至圣所每个圣具是已经建造

好了。下面是 39章是祭司长的衣服，全部都预备好的圣具一个一个，带进到已经建造好的会

幕的幔子里面、帐幕里面，这个会幕就活起来了。上帝的同在马上都显现出来，与上帝亲交

通行的路——是旷野，没有道路的旷野，都会看得见的。他们的脚掌所踏之地仇敌全部是被

毁灭的。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个信息，就是叫我们恢复这个了。 

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在祷告中得着最大的感动是会幕的启示已经都出来了，比撒列和亚



何利亚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按照摩西所传的福音——他们建造了会幕的一切的圣具了。今

天的信息是把那些建造的物件材料的总数，特别金、银、铜是多少？讲的就是这个了。各位

我们这样读的话，不知道这个信息跟我的生命的一个关系、跟我们家庭的关系、跟我时光的

一个关系，各位要正确掌握这个的信息。 

我在读的时候，心灵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感动，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是这么荣耀的这么

丰盛的成就出来。我常常祷告是丰盛荣耀、丰盛荣耀的…… 

各位，上帝找一个人——亚伯拉罕，上帝故意等到他身体的功能好像是死了一样，太太

身体的功能是死的，上帝故意等到那个时间，当那个人年龄达到 100 岁的时候、他的妻子达

到 90岁的时候，给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干扰，他 40岁结婚、再 20

年等候才生了双胞胎——其中的以色列就是雅各。借着他的后裔，过了 400 年之后，雅各以

色列因他属灵的长子约瑟，被邀请到埃及去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就 70 了。 

今天的经文里会出来的人数 603550 人了，这还是 20 岁以上的，就是这个数目。每个人

都有一个妻子，也有一个家庭、一对夫妇当时的时代必定会有 3-4 个甚至 9－10 个孩子的时

候，我们可以猜测到人数真的是 300 万以上了，以色列人的总数。还有他们带出来的牲畜、

更是几千万的牲畜带出来。各位看有这样的丰盛，我们看得到吗？但愿各位跟我一起看到开

始的时候非常的微弱，但真的是很强大。 

各位，有一句神的话，亚伯拉罕信了、神以他的信为他的义，就成就出来了。日子过了

400 年之后，今天有这么丰盛的，原来是一个孩子都没有的，现在真的是天上的星星一样的，

上帝给他的应许，都这样丰盛荣耀的成就出来，不但是人数，乃是那个的物件的丰盛，金银、

宝石，金、银、铜，铁的宝石的丰富，全世界都是为了要建造这个会幕。 

等到《历代志上》29 章的时候，今天如有时间的话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是一样的情况了。 

大卫得着建造圣殿的整个设计图，他就把一生上帝给他的，他所积蓄的金银宝石全部会

拿出来的那个光景。这两个信息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很快会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大家要知道，上帝六日创造的整个的三层天，整个的世界宇宙万有，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这是圣经的信息里面常常反复的。那么，今天 2020年 10月 4号，

主耶稣基督是在做什么呢？——正在建造一个身体、一个会幕、一个圣殿，一个永远的国度

了！所以，我刚刚开始时跟各位讲的，各位的眼光现在很快要达到三层天那里，要看的广、

长阔高深的，这个要看得很清楚，才能够各位今天的日子是都能得到从天上来无限的圣灵的

权柄、能力和智慧。 

有一个人，我们不是猴子，我们是人，我们是有灵的，我们是生命是靠灵而活的。这个

灵那里，从会幕来讲在至圣所里面，在那里有法柜，就是圣具柜了。整个世界的中心、一切

世界的中心，你的一切是要从那里出来的。如果你和我的生命，恢复了这个，真的是我们的

生命是全人得医治，我们的未来也改变，我们的遇见也改变，我们前面要走的路全部都会改

变到完了。 

这是今天我所得着的很重要的信息！ 

各位，就有一个灵魂，得着上帝的话、上帝应许的时候，他生命里面不但是大革命、而



是第二个创造的工作会起来的。路得一个人的心灵，泰勒一个人的心灵，慕迪一个人的生命、

林肯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的话影响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个

人的生命里面，神的话跟应许，真的是会成为他的刻印在他自己的灵魂里面。借着泰勒所发

生的事，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看。 

有一个英国的少年，有一个小学也没有读完的慕迪——神的话、神的应许，无论哪一个

人，无论哪个条件的，无论哪一个处境里面的人，如果神的话、神的应许能够达到一个人的

心灵里面的话，那真的是变成大蒙眷爱的——整个历史的主人公了！就像约瑟，17岁的小孩

子，就像俘虏的少年但以理，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成为他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时候，整个的

世界是以他为中心转的。 

不单单是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有一个没有孩子的姐妹，因这个事情极其痛苦，大家知

道她的名字就是哈拿——她一个妇女的祷告，当让她达到一个得着拿细耳人的祷告时候，神

的话和神的应许、我们主耶稣基督真的成为她的救主，她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主真的成为她

全知全在全能的主，成为了她的主的时候，她的带领者的时候，她的负责人的时候。 

我为什么现在这么激动，大家知道吗？一个妇女一个孩子没有的，她的祷告整个以色列

的复兴——撒母耳，整个以色列的复兴——大卫！他是撒母耳按手的、按立的，这样的事情

都会发生。 

不但是哈拿，前面一点，还有喇合，喇合是妓女来的，全世界最败坏的一个城——耶利

歌城的一个妓女，她是怎样的人，大家会知道。她，在她，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她透过

她的窗户拽下来的红色线，真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她的生命、她的救恩、她的应许的

时候。借着波阿斯、大卫。就是一个妇女，其实以世人的眼光看是最糟糕的使女的祷告。有

一天，天上的父上帝，宝座的上帝跟她的心灵碰撞的时候，历史性的事情是已经成就了！然

后，是借着她脚步的过程，已经成就的证据是一天一天显明出来的，就是喇合的日子，她的

后裔波阿斯，大卫的日子。 

各位，圣经是要讲什么的？大家是会知道的！我们教会是代表性的有些哀痛的人、难过

的人、问题里面被发现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了，真的是主的团契都是这样的。各位真的不

要一直叹息，你所拥有独一的尊贵的条件，全部要变成主耶稣基督的会幕——主耶稣基督的

身体、主耶稣基督的条件的时候，从现在开始你的祷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今天的信息是

讲这个的。 

有一个人领受了上帝的话语、应许，他就信了，上帝以他的信为义了——义人，就是神

的儿女了，就是历史的主人公了、主角了。然后当日子过了 400 年之后，他跟上帝、他的信

心也是圣灵给他的信心，虽然第二天会失去信心的也有的，但感谢主，他是大蒙眷爱的，所

以，圣灵一直保守他的信心。他也是在《创世记》15章在与神立约之后，在 16章马上跌倒，

娶了夏甲生了以实马利。但上帝一直保守他，他所选择的那个地方里面，有上帝的祝福和上

帝有些的管教、负面的教材也给我们看，就是祝福整个从那时开始 4000 年的救恩历史了。 

各位要更高的程度来看清，圣经的经文也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当然这细密的了解

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整个的重点了解之后，再一句一句的了解，真的无限的圣灵会临到你



的生命里面的。那个时候你会得着灵魂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关系的健康。凡事上你能得着

突破的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的控告，胜过一切的欺骗的，那种能力是借着

无限的圣灵会临到你的身上。 

今天的信息里面要特别的发现这个意思。这个全部要个人化，也就是每句都成为“我化”。

你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年的，儿童的，都要恢复在自己身上。 

 

我们看经文：《出 38:21-31》在这里很会读经的人、研经的人抓住一个重点了，这是—

—跟我有关系的，跟主有关系、也跟主的身体——我，有关系的。这个要掌握的。 
21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

的手数点的。 

这里哪一个最重要？“法柜”就是一个证据柜了。这个证据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上帝显

现，上帝同在的证据。另外一个是这个证据显现到地极，这法柜——整个宇宙的中心，历史

的中心，会幕，帐幕，神圣的帐幕里面的至圣所，在那里的法柜了。 

各位知道法柜是被造的，法柜是耶稣基督跟我们成为一体——皂荚木跟纯金、精金在一

起，在那里有一个证据板——石版就是十诫了。十诫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所以，我的后代必

定要知道妥拉——摩西五经，然后要活出来，整个历史是用这个法版来解释出来的。有一个

弟兄真的会明白这个法版——十诫的意思，刻在自己心版上的话，那蒙爱的人、从埃及被上

帝，就是这位全知全在全能的上帝拯救出来的，我是把你们从这个世界埃及拯救出来的上帝，

是爱你的。因爱你的缘故，在逾越节晚上，借着代替你们的神的羔羊——我的独生儿子耶稣

基督，借着他的流血，他的宝血拯救出来的。先宣告这句话之后，我这么的爱你们，凡事上

爱你们，你们一生所遇到的凡事上——都是我的爱，连管教也是我的爱。所以，有这样认为

的人——你们要爱我，爱你周围的人，从父母开始。 

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生命时，这句话碰撞在他的心灵里面，被他灵里面的法柜，灵里面的

证据柜的话，从那里面有圣灵无限的能力——天上各样恩赐赏赐智慧能力、各样的恩赐，有

智慧言语的恩赐，有知识言语的恩赐，有信心的恩赐，有医治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恩赐，按

照需要全部都是从那里出来的。 

真的是证据柜，也是法柜的意思各位要正确了解。 

这个整个宇宙的中心，现在会幕整个的圣具，院子，帷子，门帘——三个门帘，我们上

个礼拜分享了。现在建造物件的品目，算一下，在算的时候充满的一个感恩。 

大卫在《历代志上》29章说的是，到底我们是谁？！你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叫我们担

当，我们整个的生命、家庭、财物我们的时间，成为这个圣殿。 

这是今天的信息里面全部出来的信息。各位真的要明白，各位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跟上

帝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拥有这样的配偶和关系？为什么拥有这样的父母和兄弟、肢体的关

系？这小小的地方教会、家庭教会，借着这个祭坛，上帝正在跟你天天讲什么？然后要成就

什么事？把那个证据——证据要得着的了。 

法柜——一个字，整个帐幕是以法柜为代表了，其实是安放法柜的帐幕中的意思。 



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 

照摩西的吩咐——这句话非常重要了，照传道人的吩咐、照耶稣使徒的吩咐、特别保罗

的吩咐。各位，一句话一句话全部要成为从上帝而来的，不是人的伟大，乃是你的灵魂是能

够要分辨，哪一句话是从上帝而来的？哪一个是从魔鬼撒旦异端偏差里面来的？各位真的要

分辨出来——要分辨诸灵，灵就是道，真的要明白，我们才能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很清楚的

分察验到上帝善良纯全可喜乐的旨意——当坚信的时候，这个叫圣灵充满。你坚信——信从

的时候，从那个时候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充满你前面的遇见圣灵全部都安排。这个是一个

信徒诀志祷告后，那个时候开始，赶快要明白，最重要的明白，真的在自己的灵魂，自己的

思想、自己的目标里面，全部要恢复的了。 

所以是照摩西的吩咐。摩西的吩咐从哪里来？22节说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个成为会

幕，成为里面的法柜、证据柜，后来两个：亚伦的杖啊，吗哪的缸是不见，圣经是这么说的。

只就剩下石版——十诫命！各位的生命就是会幕。各位生命的灵魂那里，就是至圣所，在那

里要安放证据柜，各位的眼光里面全部都会看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引导，上帝的成就；你

的心灵里面一切的判断是有根有基的，是从那里要出来的，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也是重要啊，

但是全部都是从那个法柜，那里出来的——耶和华吩咐的，摩西所传递的、使徒所传递的。 

所以，照摩西的吩咐……数点的…… 

数的时候，叫我们记念，主给我的恩典数的时候，真的是记念了，证据柜里面有满满感

恩的内容。 

感恩节很快会来了，各位真的要知道的！整个宇宙是以信神的话、信神的应许的人为中

心转的丰富。每个人真的是要看见的，我们一人是神的一个国来的、各位是一个王城来的、

各位是一个会幕来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一个住处，我预备好了，我再

来，带你们……整个历史了。2000年新约的历史是用这一句话是可以代替的了。所以，今天

2020 年 10 月 4 号耶稣基督还没有来，正确做什么？就是这个了，也是最后的一个工程了。

各位很清楚的知道，圣灵很清楚的给我们确据，那么今天上帝给我整个的条件里面，上帝的

旨意是什么？我怎样的建造基督的身体？我怎样扩张基督的身体？我们简单地，以这个为中

心生活的，按照你的需要，一切的下面的总数，物件的丰富全部都随着你。 

 
22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做的。 

法柜是照摩西的吩咐，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是重要的话语。 

亚伯拉罕信了，他的后裔变成 300 万了，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但他

所信了。这么丰富的物件全部都是从埃及归到他的后裔身上了。各位不愿意吗？各位和各位

的儿女、你孙子孙女，能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你今天你的祷告，圣灵会记得，300 年之后也

是会成就出来、400 年之后也是成就出来。各位，神的话是立体化、属灵化的眼光来要了解

的。不能段片的了解。因神的话本身就含着三个空间了。 

以色列人当中比撒列的名字很多，所以，以色列人不得不讲父亲是谁，祖父是谁？ 
23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希撒抹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 



这个比撒列是怎样圣灵恩膏的？前面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与他同工的是谁安排？主安排！

亚何利亚伯有很精巧的雕刻技术是上帝给的。 

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 

这些颜色我已经反复几百次了，这都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四种的颜色是代表耶稣，

代表你。 

这是上帝借着比撒列跟亚何利亚伯……这里说的是两个人。其实在前面分享的时候，知

道，是以色列每个家庭都会参加的。主现在 2020 年 10月 4号，是正在建造我们所住的住处，

跟什么有关系，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完成了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权柄带着升

天，掳掠了仇敌所掳掠的，为我们祷告的同时，差派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主耶稣为你们预备地方是——跟我们生命的条件、我们所拥有的关系，我们多恢

复基督、见证基督、传扬基督来多得着属于基督的人，有关系的。所以，单单要国度有什么

用啊？单单有住处有什么用啊？必定里面有住的人！所以，国家的意思必定是需要有国民，

国民是必定需要有一个王了，才能在那么多数的人有公义的、公平的来治理。所以，我们主

耶稣基督正在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意思，是今天在地上，你的生命、我们的关系，千千万万的

圣徒，外邦人数得着满足的时候，以色列最后的悔改来到，144000人数满足的天上的数目了，

24 位长老，144000是完成的了。 

各位，我们当中已经领受这圣经信息很久的人，是已经明白了这个意思。不太明白的初

信者，赶快要问，赶快要明白。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面生活？你剩下来的 3 年 5 年，

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要明白的了。 

所以，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参加，那个神国里没有哈拿是不行、只有马利亚也不行，需

要有一个喇合，而是都需要的。全部都是圣洁的马利亚不行，但一个圣洁的马利亚，耶稣基

督的母亲，或是得着上好恩赐的马利亚，这样圣洁的人，带出来的建造圣殿，建造国度的意

义，跟喇合所建造出来的意义，我们不能用世界的眼光来判断，很可能喇合所带来的是必不

可少的，或许还是更重要。对很多圣洁的、纯洁的女人，喇合所带来的波阿斯、大卫、以色

列的复兴，非常的重要。 

各位绝对不可以看小自己，我们的生命都参与的时候，我们拥有的独特的条件，全部变

成丰富荣耀的上帝建造的一个会幕、一个国度的。就是上帝第二个创造工作，是那工作的很

重要的一个材料了。 

各位，现在遇到儿女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工作的问题、财物的问题，全

部都是材料来的。各位真的要明白，不要以为牧师每次反复反复……真的是这样。今天对你

来讲不是别的了，难道今天我行出神迹异能，叫死人复活，跟你的永生有什么关系？！其实

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很重要的是上帝给你的条件、上帝要怎样的使用你、上帝怎样的做工，

这个方面具体的证据——在你的证据柜那里，满满的被记录，是最重要的事了。那才是能够

过火，才是能够上到天上，也是永属于你的了。 

下面是总数： 
24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平， 



这是使用的总数，当是有圣所的平、市场的平、宫殿里面的平，三种是不一样的。所以，

必定要写按圣所的平！因圣所是怎个判断的标准来的。 

有二十九他连得并七百三十舍客勒。 

一他连得是三十四公斤，全部合起来，包括七百三直舍客勒合起来，大概是一千公斤。 

到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大概一吨变成百倍了，成一百吨了。大卫一个人拿出来的单单

金子，是这么多的丰富。各位，隐藏在各位生命里的丰富各位要知道的——有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一切的丰富是跟你同在的。我所强调的信息是这点了。你有很多钱人干吗？反而是

有管理上的一个麻烦，很重要的是在你拥有的条件里面需要的，主必定会供应。上帝是已经

满足的条件、满足的供应，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各位真的是思想和眼光，真的是按神的话、

按摩西的吩咐、按使徒的吩咐，按耶和华神的吩咐、按耶稣基督的吩咐要改过来；不改过来

是不行的，全部都是错的，都是属于埃及的、属于将亡城的了、属于空中以下的欺骗来的了。 

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了基督的生命的话，头一个要做的事就是糟糕了，我在这个不洁净

的民当中，我的做为我的口，全部都是不洁净了——这个的发现，如果发现是——啊呀我不

洁净了……，不是这样生活的。必定是祭坛的坛火必定要得洁净的了，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必

定要得洁净的了。 
25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平，有一百他连得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 

这个银子是一百他连得，3.4 吨了。这单单是一个会幕，当变成圣殿的话，单单大卫一

个人奉献的就是 270吨了。我都算过了！ 

所以，全世界的丰富——金银宝石是耶稣基督而存在的，为建造耶稣基督的会幕、圣殿，

为建造以色列，为建造千千万万的圣徒而存在的了。 
26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二十岁以外，有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何等丰盛荣耀

啊，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不得了了。起码是 300 万以上了，当时多生的时代了，以色

列人生产力是上帝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生产力。所以，人数实在是很大，神的话我们要相信了！

你看——六十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这么精确的数字我们怎么不相

信？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数目来的。 

按圣所的平，每人出银半舍客勒，就是一比加。 

比加也是一个单位，两个比加就是一舍客勒了。一舍客勒对于圣所的平来讲，11.4公克

了，半舍客勒大概是 6 个公克。按当时的按劳动费来讲，四天的工费就是半舍客勒了。按今

天美国的工费，每天的平均收入是不得了了。美国公民所得每人一年 6 万多了，除 365 后的

工钱，这是每个人。你家 4人的话，20万元收入的话，你家是中等以下了。所以，简单的算

一天 200 块美金的话，4 天 800 块美金，所有得救的以色列的男丁，20 岁以上的，都要拿出

来了。 

这不但是义务，乃是他们的权利。因为用这个来建造基督的国度，基督的会幕，基督的

圣殿，基督的身体的了。所以，这个奉献的意思我们也要很清楚的了解。 

如果上帝说我不需要你的半舍客勒，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你不属于我的意思。 

所以，奉献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了！很多信徒，我不敢说是圣徒，很多信徒其实连圣徒也



包括，对奉献的意义啊完全是从世界来的，从那王庙寺庙里来的奉献的概念。离开我的身体，

NO！不但是你所拿出来的十分之一感恩主日奉献，当然还有主日奉献，宣教奉献，建堂奉献，

你全部的全部乃是要活祭了。各位，以色列十分之一，头生的——归给上帝的意思就是这个

意思。 
27用那一百他连得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一百他连得共一百带卯

的座，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得。 

各位，有圣所、圣所的柱子下面有个带卯的座！带卯的意思是圣所的竖板跟那个基础连

起来的地方。这是要稳重的，我们单单一个带卯的银座是 34公斤，这是移动的会幕啊。这一

会幕的构造是最基础的磐石而已，以色列 300 万人的丰富，将来好几千万的丰富是做这个的

骨骼——会幕的骨头，是他们的祖先，20岁以上，拿出来的金银铜铁来建造的。这是骨骼、

再添肉的时候，上帝的丰富、以色列的丰富是不得了了。 

主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天上的圣殿，用立体世界的概念来讲，都是精金的道路，

整个的城市有 12个宝石，整个是其实是一种象征式的预言。那个国你去之前，是谁也不知道

的。但很重要的地上一切的金银宝石，这些是对天上永远国度的一个影子、一个材料，给我

们先看看，然后当到的时候，我们会部是晕倒再起来。这是借着今天你的生命，你拥有的，

而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个条件，不是你拥有的，人生的道路，人虽然也有自己的筹算，其实回

头看全部都是上帝带领的了。所以，各位从中要得着上帝的荣光、上帝的丰盛了。 

所以，这是会幕整个的基础，带卯的座是这样的。 
28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 

柱顶上有包裹银子的帽子，柱子上的杆子，银是代表救恩，铜是代表什么：代表审判，

代赎祭，感恩，就是铜。金是什么？是从天上来的神自己。会幕是用金银铜各样的天上的宝

石的形容，在地上所建造的。 
29所献的铜，有七十他连得并二千四百舍客勒。 

讲到铜，铜是比银子少一点，其实用的材料——银子是最多，按需要，超过的，摩西说，

神说：不要再多带来。各位我们的奉献是有机会了，时间就是机会了，必定要在那个里面全

部要拿出来，成为天上的，永远的，你的永远王城的很重要的材料了。 
30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 

金是在至圣所，银是在圣所，铜在会幕外院的门帘，柱子，都是铜做的。那个荣耀不一

样了。 

上个礼拜可能有的人，会这样的问了，必定有三个门——所以，我们的信仰必定要进到

三个更深的一个地步、更实在的地步。圣经讲的深——就是更实在的意思。有这样的了解，

这样的概念也没有错，但其实一个人看到自己在埃及世界这样将亡城里面的，虚妄的生活，

自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光景，随从埃及、随从世界的，原来是按邪灵那样生活的，这个更

明白之后，他领悟过来了、借着圣灵的感动他就信了，他便扎心，悔改，受洗的时候，其实

三个门——会幕的三层是全部恢复的了。 

在亚伯拉罕时代就一个铜祭坛来代表的——还是用石头做的祭坛，当时是比较靠前的，



会幕的光景，这个也是跟各位分享过，其实这个是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全部都恢复了。你

的灵没有进到至圣所，还是灵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还没有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信仰生

活，成圣跟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对我们有一个层次——从院子，到圣所，到至圣所。这

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信主的时候全部都恢复，但一生成圣成长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恢复

绝对的，不受相对的，可变的环境的影响——有一个法柜，一个证据柜，得着了这个的至圣

所，里面所得着的神儿子才能得着的，我那位创造主，全能全知全在的主是成为我的阿爸的

时候，那时候——换句话说是你成为基督身体的时候，才能得着的绝对的答案。这答案是，

谁能将我们与父神的爱隔绝呢？这个爱——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罗 8:31-39》是圣经中

的圣经——是最重要的经文，是至圣所里面的经文。因为信徒常常遇到像保罗遇到一样的，

各样的患难、逼迫、困苦、饥饿这样的情况里面。反而是多得着七倍百倍的爱，这个是圣徒

从至圣所出来的。 

我跟各位好几次反复讲的过程中，这样听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各位的眼睛是得洁净了。

会明白过来，会上到三层天那里来看的。 

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31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

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 

会幕是整个以色列的中心、也是整个宇宙一切的中心，上帝 6000年救恩历史的一个中心，

这里被用的一个一个的物件是会带着很重要的意思了。 

我们当怎样认识会幕——我们生命与会幕的关系！ 

各位，我们对这个会幕的认识，对圣殿的认识常常跟基督的身体——你，跟千千万万的

圣徒，跟永远的国度要连接起来，这样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今天的信息里面，我在前面特别

要强调的，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也照着摩西的吩咐而造的。这句话的意思是非常重要。 

神的话跟应许，真的是你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所启示的、耶和华所告诉你的，

其实整本圣经，摩西——这众先知的代表人，保罗——是使徒们的一个代表人，他们所传递

耶和华所吩咐的信息，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信息，圣灵所光照的信息——这个话语跟你的生命

的一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事。 

各位今天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照着耶和华、先知使徒所吩咐的来判断决定吗？ 

这个各位真的要确认的了。神的话是有重点，这个重点我们要掌握的。各位，我现在要

讲的话是今天信息里面很重要的，有一个姐妹问我：“牧师，你为什么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好

像列出来很多——真理，原理，预言，教训……很多这样的词列出来，你不累吗？读的人不

会累吗？”各位，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今天告诉各位：神的话，神的话，口里出来的都是神

的话了，但借着祂的命令，他的吩咐造了三层天和宇宙万有。宇宙万有都有的灵意，也就是

宇宙万有是借着神的话造的，灵意的意思是有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

的，都是有上帝带来的很重要的——都有上帝创造的目的了。没有一个灰尘是上帝不需要而

造的，整个的灰尘也是赞美上帝的。有一个诗歌是这样讲的。所以，要知道，万物是借着上

帝而造的。如果你有得着神话语的中心点，你能够会分辨上帝的声音、神借着万有告诉你的。 

哇！今天的天气这么的好，昨天的晚上是特别的美好！昨天前天两个晚上也是，我是故



意等到四面都很黑的时候，我才出去散步的，为了看星星。前天是我一个人，有大月亮了，

有一点亏损的圆月亮，昨天大概有 20%亏损的，但是月亮旁边有星星，很亮的。一起这要的

升起来，我是晚上出来的，看到东边出来的月亮，现在中天了。昨天是我跟师母一起，大概

是晚上 10 点的时候散步的，平时她是喜欢光亮的地方，，我喜欢黑的。我家前面大约三分钟

的路程有一个小山、丘陵，上面有一个小学。在那里晚上是完全黑的。我们家的后面有高中，

但那里开了很多的灯，干扰我的眼睛，我是比较喜欢黑的地方，如果有人找我的时候，在那

样的时间去那里大概会遇到我。 

在那个完全黑的地方，我是常常数很多的星……昨天晚上特别跟师母一起走的时候，有

一个亮光会进来，说，我也曾经看过有一个科学家，大家都知道整个宇宙里面有几亿个的银

河、这是宇宙的无限无穷啊……单单我们看到的北极星到地球的距离是一千光年，通常它们

不动是自己发光的了。在那里发的光，来到我的眼睛是需要一千年了，按光的速度。几亿亿

也是科学说的，我想说的是，科学家们可笑的，科学家的眼睛一直用物理、科学空中以下的，

现象世界的概念来判断上帝的创造。这是何等可笑的事啊？所以，他们说：宇宙几亿光年的

银河也存在我的眼睛里面了，起码那个光到你眼睛也得几亿年，光一秒当中 7.5 圈转过地球

了，就是 30万公里。这是需要几亿年要过来，他们说上帝造世界是需要好向亿年，才能说上

帝有光慢慢的来到吗？他们讲的也是有神啊！但光要扩张的话，这样就需要几亿年的一个时

光……。 

各位，要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里？他们可笑话在哪里？可能跟今天的信息没有关系，但

也有关系，各位要知道上帝的话，一个创造的能力。圣经是怎么说？原来什么都没有，上帝

说有就有。不但这样广大的宇宙也是，我们的一个细胞就有一个宇宙啊——那是无穷的！上

帝的一个一个的科学、物理学、一个生物来分析之后，一个一个命令来造吗？绝对不是！所

以，上帝说现在有有几十亿光年，甚至说有一个无穷的宇宙，出现吧！——就出现了！各位

的生命里真的有神的人，研究各样的科学是很容易有结果的，但人的迟钝、人的不信、人的

疑惑所带来的很复杂的一个科学，根本地上、整个宇宙看得见世界的地和天，跟第三层天是

根本不一样的层次。 

所以，特别在听信息的人当中，科学家有科学家的头脑、常常要测度上帝的作为，要多

思想的。 

各位，神的话的能力是这么大！ 

我们的灵与魂、骨节骨髓都能刺入剖开的，活的也有功效的，因神的话就是灵，有圣灵

默示的，有圣灵的能力，圣灵是创造的能力，叫死人复活的能力，圣灵所带来的。圣灵的能

力就是跟神的话是在一起的。神的话——就是今天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所吩咐的……有的

人是明白、有的人是甚至是把妥拉——摩西五经也背过来了，还不明白。 

我现在跟各位讲的话，神的话，在为什么重要？因为差异，当然我单单列出“神的话……”，

也可以。但细细的列出来。 

第一是真理了，真理是事实，实况的概念了。上帝是怎样的创造，怎样正在管理，那个

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叫真理。 



第二是原理，蒙恩的原理、受咒诅的原理、受祝福的原理，一个原理——遇见上帝的原

理，与神交通的原理，得能力的原理，得医治的原理，我们祝福儿女的原理。圣经也是讲一

个原理，神的话语里面有。但真理和原理，还是比较客观的一个知识了，现在开始很重要，

这个客观的知识要成为你的生命，这时真理跟你的关系是已经不一样了。 

第三是生命，就是真理原理变成生命了。《约翰福音》6章，我们主耶稣基督讲的，我跟

你们讲的话就是生命、就是圣灵。 

第四是圣灵，神的话是圣灵，如得不着圣灵的话，认识圣灵是变成戒律了。认识圣灵是

变成叫你反而更失去力量的，很复杂的一个知识而已了。 

第五是身份和关系，所以，神的话必定要成为身份了。从这里开始上帝跟你的关系，在

那里又成为一体的了。 

第六是应许，当身份跟关系来的时候，神的话变成应许——旧约，旧的应许；新约，新

的应许；永远的应许。 

第七是教训，有了应许之后，父神的话就变成父对儿女的教训了。 

各位一个的道理，一个的真理，跟父神用自己的生命、舍自己的命来生养自己的儿女的

教训是不一样的。 

第八是预言：圣经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将来的事、你的后裔的事。 

特别是《申命记》28 章，一个是无论是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从 15 节开始是出也受咒

诅，入也受咒诅。神的话是很清楚讲的预言。我们最近读《启示录》了，启示录是为圣民蒙

恩蒙福来写的。但对世界的人、抵挡上帝的人来讲，世界的君王来讲、世界的宗教人士，世

界的将军、宰相，对他们来讲是审判来的。所以，神的话是一个预言！对你和我、对于我们

所爱的人的未来，神的话是你信不信来决定的了。 

现在我分享的是耶和华所讲的——耶和华所吩咐的、也透过摩西所吩咐的、透过使徒所

吩咐的——现在在手中的神的话：是真理，原理，生命，圣灵，变成我们的身份关系，当身

份关系改变的时候，神的话就是上帝跟你讲的应许，然后就有上帝的教训，就是对儿女的教

训，也是预言来。然后，你把整本圣经用这样的方式我刚刚列出来的方式来一个一个明白的

同时，你变成活人，真的是活人了。 

从那时开始，你会看到活的圣灵引导的道路、活的圣灵给你感动的，你是会得着的，是

明确的得着。然后，你明确的得着信从的同时，临到你身上的圣灵的大能大力。你像证据柜

一样的，生命里面上帝一来带领的，你多明白之后，你的生命会得着眼光，无论什么事情你

都会有根有基的判断。所以，神的话是活的——是活泼有功效的，不是单单一个真理，不是

单单的一个知识，原来是圣灵给你生命的、给你身份的，身份建立起来时候开始，圣灵跟你

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常常分享圣经与我、圣经与我们、圣经与基督，这个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这神的话全部变成基督的一个身体——就是你，和关于你的事情的时候，从那时开始，

真正的信心是临到你的身上了。 

大家都知道，叫彼得行在水上，那个刹那是主给他的信心了，超过了科学的原理——天



上的原理、全能者的原理，天使也托住他的脚的原理，他能够行在水上了，但他疑惑不信的

同时、小信的同时，他就沉下去了！ 

各位，信心是何等的重要！ 

各位，我也是，在我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我全时间侍奉主 30 年，在这 30 年的

过程当中，我在主面前祷告过多少？主啊，给我所谓《哥林多前书》12 章所有的恩赐，我实

际的也这样的祷告过，我各样的聚会、各样的信息、各样的操练也做过。虽然是很短的时间，

感谢主，不是很长的时间了。特别在我的母亲生病的那些日子，我真的是在医病方面，我默

默的为我的妈妈按手祷告，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了！但上帝没有叫我的母亲身体得医治，但很

清楚的看到，她天天是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她天天唱这诗歌，然后回天家了。 

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后来我发现你信了一万次神迹异能，跟你的永生生命

有什么关系？很多巴比伦的术士、埃及的术士，他们都行出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华人的

很多算命的、道士啊，他们行出来的神迹异能，我的眼前也是看到过。新加坡印度人也很多

8%，印度人在街上，他们在破碎的玻璃上面，下面还有火，每个孩子成为成人的话，必定要

五公米的长度玻璃要走过去的。用自己整个的身体侍奉神的意思是用钩子钩起自己的皮肤，

后面是自己的神像，他们放在死人身上，他们就推着走三公里或五公理的路他们要走过去。

那是在新加坡他们的印度街上的地方是这样做的！我是很清楚的看到，有一个能力是从宗教

那里出来的。 

我们主耶稣基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他们还不认识神，吃过的人、喝过的人。上

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行十个神迹异能，甚至红海分开的事也给他们看了，还是信的

很少！各位，我讲的一个一个，很可能是有些弟兄姐妹自己的经历了，是跟我一样的。所有

的信主的人，也甚至成为神的仆人使女的人，都需要一个能力，恩赐，所以这样的追求。 

但是，感谢赞美主！主叫我发现的是有一个经文，哪一个经文？就是《罗 10:17》信心

——是从听道来的，你所听的一切的道——是讲耶稣基督的。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罗

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一句话是实在是很重要，我也带

领人信主、受洗班的信息，我特别强调的是这个了，信心是一切的一切了。各位，能得着智

慧，这智慧是从神的话来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加上信心的恩赐，必定要加上了。从

那时候开始人会改变的！ 

我现在讲什么大家会知道吗？ 

耶和华的吩咐、摩西的吩咐，按照这个吩咐是建造会幕了。 

会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了——也是我们的身体了，圣殿——到大卫时代也是圣

殿了，成为永远的一个国度了——就是天上的圣殿了。借着耶稣基督三天所成就的那圣殿—

—在信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建造的永远的圣殿。千千万万的圣徒合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天上

的圣殿——有十二个门，有十二个基础石的，基督的基础、基督的宝石上面，建造的非常的

光明，荣耀的圣殿，那是今天借着你的心灵，在凡事上明白耶稣基督给你的真理、原理，生

命、圣灵，那个身份关系，然后我们得着的眼光、内容，教训和预言，然后你得着圣灵的带

领，来走的每个脚步里面，神迹异能其实是真正的神迹！不是第一层天地上，立体世界的神



迹异能。乃是包括天上的、地上的，地上的也是包括你的身体得医治，地上的所做的事情变

成建造永远天国的事，有这个的神迹异能是天天会发生的。你生命的成圣、你生命的成长是

天天发生的。 

 

各位，我是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教会里面的所所谓的信徒，当然圣徒也包括，我看他

们精神上的有些忧愁、不安、惧怕，我认识他十年了，还是不离开，没有得医治，甚至有的

人就是依靠药物。已经都证明出来了，药物是没有办法医治有灵的人！你的精神医治是常常

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无穷的盼望、灿烂的一个盼望，然后信而成就的一个圣灵的

光照，照着圣灵的吩咐，口里出来的话——医治你，医治你一切的身体的一个力量，医治你

的关系、任何人你也可以包容，了解他，以他的立场来想。就是了解，宽容，包容，来祝福

他的，在那个里面，关系中间出现的很多的神迹异能，不是单单地上，红海分开，死人复活

的那种的神迹——死人复活了又要死。 

真正的复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复活的，那种人际关系里面发生的神迹异能，是

从三层天来的圣灵的恩赐所带来的结果了。 

我是看到教会里面很多人是拥有了上帝如此的丰盛的话语、这样的应许，自己的身份上

帝也是很清楚的告诉他，但他还是在埃及里面——人的脚是出来了，但好像梦游的人一样。

《犹大书》上不是这样说嘛，他们好像是从将亡城，已亡城出来了，埃及世界风俗习惯，目

标，灭亡的思想，灭亡的眼光，灭亡的判断全部都出来了，但还带着灭亡的判断、灭亡的贪

心、灭亡的私欲。甚至为了自己的私欲，教会里面也是争斗啊。这是《雅各书》3－4章所讲

的话了。 

教会里面也是争斗，也不懂的那一个话语是从地狱点火起来的话，哪一个是从上头来的，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和睦，结出和平的义果。那种是不能分辨！ 

为什么？因他还没有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要先为自己祷告，为教会里面很多的不信者，教会里面很多误解的，很迟钝的，半

信半疑的，小信的，虽然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蒙恩了，是神的儿女了。但跟他们的思想、他

们的眼光的判断，他们心灵里面得着的试探，得着的控告，是跟上帝透过整个会幕，耶和华

吩、摩西吩咐、使徒吩咐的那句话，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有一点关系的有，其实大部分是没有关系的。因常常带着贫穷的心、常常带着比较的心、

竞争的心，自己独有的，独特的那个恩典、那个丰盛、那个的荣耀、那个的尊贵还没有寻找

的结果。所以，生命还是病的当中！ 

各位，精神病、忧郁症、焦虑症——不可以用世界不认识灵的那些医生的话语来得医治

的！ 

你的灵，你的至圣所那里法柜真的是要安放在里面的，法柜——从那里出来的法柜告诉

你的，你是怎样的人，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祂是我的丈夫了，我的阿爸父，是我的保惠师，

是我的老师了，一切问题的解决者，全备的福气，全备的恩赐，都不吝啬的，都要给我们的

了《罗 8:32》,自己的儿子也舍去了，祂所造的里面，三层天里面满满的充满的一切祂不会



给我们吗！ 

各位真的要明白上帝这一切的丰富，也对我们的爱了。 

各位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发生过的，不但是革命，乃是第二次的创造工作！ 

我今天早上还是发现，我这个教导者牧师身上还有，我们当中是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完全

的地步，但起码你要知道标竿，起码你要谦卑，有受教的心，要顺从的心，这个叫谦卑了。 

起码你有一个标竿，起码你今天要寻找神。以会幕的法柜为中心，在那里，早晚要朝见

神，要与祂亲交，你自己从世界来的思想、世界来的眼光、世界来的判断、世界来的那种计

划——全部要除掉的了。在铜祭坛那里烧掉了，洗濯盆那里要洗净了！到圣所那里要得着圣

灵的无穷的光照了、在至圣所那里要遇见你的阿爸父了！ 

带着这样的生命——灵魂体，带着这样的祷告，我们生活的时候，神迹异能随着他，他

所祷告的会成为儿女的保护、家庭的保护，他所祷告的，能成为家庭的洁净，他所祷告的成

为整个家族的蒙恩，归主！他所祷告的会成为列国万民，他们所需要的答案了！ 

上帝既然给我们了，上帝把给我们的门路打开的。上帝给摩西吩咐了，按照这个吩咐是

100%的，不可以有 0.1%是不够完全的被建造。这都是完全被建造了，完全被建造的时候，所

需要的物件的吩咐，都是上帝也是会供应了。 

各位，今天信息里面，主给我们这个祭坛的信息，各位真的要掌握的了。 

所以，身体医治也是一样，我是亲自经历过好几次！从有一天开始病也不来、病魔也怕

我了！然后，圣灵的带领完全成为有一个寻找主、跟从主、依靠主的日子里面，这是跟我 20

年在一起的人都知道的，我吃的、我动的、我睡的是随着圣灵的带领而活的，不是那种规规

矩矩的。当然圣徒规规矩矩的更好！并不是我批判这个，乃是你在圣灵引导之下会更规矩。

上班的人应该规矩了，每个人都会不一样的情况里面，24小时七日与神同行的那个系统要掌

握的。 

身体的健康绝对来，你的生命会成为一个歌珊地——就算你的周围有病毒，或是更一千

倍的毒病流行，你也是歌珊地受到保护了——就是《诗篇》91篇了。 

就算上帝许可给我毒病了，也有在那里有另外一个的完全的答案了。 

我们是已经拥有这样的法柜，这样上帝的声音，上帝的光照，上帝的创造能力，有这样

生活的人了。为什么你还常常忧愁、常常挣扎、常常比较，常常在那里滚呢！明天不是你的

日子了，你很清楚的认识，定了标竿之后，跟耶稣基督一同建造永远的国度。一天的难处一

天当就够了！一天的学习一天学习就够了！一天的侍奉一天做就够了！全部都交托主了！这

样的时候身心灵，全部都得着健康。 

我们教会有几位有点忧虑的，甚至吃药的人，也有。我告诉你，你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

乃是各位灵里面的法柜、灵里面的证据柜，当然你是安装了，我不是批评各位了。但是，不

靠着那个来思想、很多忧愁的东西，好像自己不对，好像别人不对——NO！上帝是这样的安

排，上帝的美意要寻找……依靠上帝的美意一步一步的走吧。 

有的人说：牧师啊，我有忧虑症了，你和我说天天读经就好了，我天天读经也没有用，

我读经三年了没有用。我告诉你，你是怎样的方法来读经——你先会幕里面的至圣所，得着



法柜，在那里得着我刚刚讲的身份，关系，永远的应许，你前面未来的预言教训，全部都属

于你的。你得着来看吧，大概一个礼拜来看看！真的你会不一样。 

你绝对要信任，相信圣灵大能的工作，你这样会建造你的生命，凡事是以神儿女的眼光

来思想的时候，就是圣灵大能的能力是《以弗所书》3章所讲的，不是我所猜测而讲的，《弗

3:15-21》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心灵里面运行的圣灵的大能大力，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信

道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的话而来。整本圣经又要有一个重点，有一个系统的要

建立起来，特别你跟上帝的关系，父子关系，你跟耶稣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来看整个世界，

看整个历史，看你的一生都是在那里这样习惯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各位看到的不一样了。 

有的人常常祷告是——祢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各位，这句话没有错，但真正你所读过，你所背过，你信过的话要成为你真正的旷野、

你走路的天路历程里面-有光和灯的话，你要成为基督的身体了！ 

    基督身体成为之前是你得到的是一个知识了，一个原理而已，一个真理而已、一个真意

而已。但不能成为身份关系，不能成为应许，不能成为关于你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未来的

事，上帝阿爸对儿女的教训，必定有神的话，要成为关系里面要建立起来的会幕中的会幕—

—至圣所，至圣所中的至圣所——法柜，也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先知使徒所吩咐的，我们主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给我们圣殿了，给我们的会幕了。 

这句话真的要放在你的心里。你人生的目标开始，真的是要恢复基督给你的！在基督里

面得着的，基督的目标成为你的目标！目标有两个，一个是多学习耶稣基督、一个是见证耶

稣基督。 

所以，你定出来这个原理之后，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丰盛——荣耀的丰盛了，不是普

普通通的丰盛！ 

上帝给一个人是十亿美金，有的人是给他 100 块，但得着十亿美金的人，以人的眼光来

看的话，丰盛是有，但荣耀是没有——这十亿叫他犯罪，叫他浪费地上的时光。叫有很多的

炭火加在自己的头上了。但有一个人是 100 块，今天我吃饭，我还能帮助别人 100 块够了，

有这样生活的人，不但是有丰盛——乃是荣耀了。 

所以，真的相信《罗 8:32》整个宇宙万有——上帝是跟耶稣基督一同都给我们的！已经

有丰富在那里了。但是上帝原理所定的使命，上帝为你所定的当走的路，这个是每个人都会

不一样的。 

有一个人得着耶稣基督的目标，就是要建造会幕，建造圣殿，建造永远的国度，这一个

的目标，成为你真正的目标的时候，从那时开始，他所用的都是丰富的！ 

各位，我是亲自经历的！三十年前我奉献的时候，我需要白菜时，韩国的泡菜 100 个就

来了，早上起来，有人就放在那里了。到现在从来没有饿过，常常分享，反而帮助了很多人！

各位丰富——是马上随着的，到现在无财产的生活，并不是说就等于没有。因整个宇宙万有

的主我的阿爸——按我的需要，继续不断的供应我，传道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以色列人全部拿出来的丰盛——实在是很大。 

但这个丰盛，今天已经在你的身上了，在你的条件里面了，你要用的了。每个人所拥有



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了！ 

然后，我看到每个人对奉献的认识——献身，献物，侍奉，传福音，宣教……很多都是

宗教性的了解。其实大部分蒙恩的圣徒，其实圣徒才能得着一种催逼的心的，唉呀，我多祷

告啊、我多读经啊、我多传福音啊，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有一个压力这是人人都有的。

但如果有一个人对献身的意思、献物的意思不清楚了解的话，他不是甘心乐意的。保罗说，

主说：一切献身、献物的，最重要的根基，上帝悦纳的是甘心乐意的、心被恩感的。 

但很多人的侍奉、传福音的工作是勉强的！ 

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勉强的，为什么是勉强，因他在献身，献物，侍奉，传福音的时候，

上帝供应我的每一秒里面、每一个场合里面供应给他的感动，供应给他的安慰、供应给他的

劝勉、供应给他的智慧能力，恩赐赏赐是——他得不着的意思！甚至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一

辈子也不做，我看过很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这样全部奉献的生活。很多教会我经历过，

大概 20%有的话是相当不错的教会了。 

献身献物……我的意思是起码要知道：先求祂的国祂的义，来要这样生活的人，我们也

会看到他很热心啊，好像使命者了。有的教会是 5%、有的教会是 10%、有些教会是 20%多一

点。 

但其中这样侍奉的人当中，真的是甘心乐意，心被恩感、羡慕善工，来随时得着能力力

量和安慰，祝福，得到证据来做的是少而又少了。这个我们眼睛得开的人，是在信仰的生活

里面，在教会里面，有的我们自己也包括，常常遇到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因为根本不知道

献身，献物，侍奉，传福音，宣教的意思。 

今天圣经的话是怎样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带出来的，他们的头生的已经

代替了他们的性命、埃及人代替了我们的性命，埃及头生的全部都死了。这就是我们一切的

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意思，他们是把头生的献给主——这里开始的认识，等到建造会幕圣殿的

时候，他们一切的一切，反而他们的心里真正的明白献身、献物的侍奉的意思来说：上帝你

为什么不悦纳我所献上的，反而心灵里面是为什么不悦纳？摩西你为什么不悦纳，亚伦祭司

长你为什么不悦纳？还是要争取的！这就是献身献物正确的意思。是上帝在你出埃及时候，

给你的一切的条件来要建造一个会幕的、一个圣殿、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永远的国度了—

—这就是献身、献物的概念了，侍奉、传福音的概念了。 

很多人是要侍奉，一讲到侍奉就是想到教会里的侍奉，NO！NO！NO！圣经里面不是讲这

个，当然教会里面参与事工是非常重要的事！但你的服侍、你的事工是在哪里？就是先服侍

你自己、真的是要把你带到——时常带到神的面前，要攻克己身的把自己的私欲、自己的肉

体要胜过，求圣灵来帮助你来服侍你自己。你常常要用祷告来服侍你自己，然后服侍上帝所

为你安排的最重要的人开始……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上帝其中特别独特的交托给你的是，

先是你结婚之前是最近的关系是你的父母，兄弟了；结婚之后是妻子，丈夫了、孩子了。有

的是天天在教会侍奉，要努力传福音——那是好事。我们听的清楚啊！有点勉强也是好事！

但为什么你的家庭是这么的乱七八糟？！为什么你的家庭里面常常有争吵？！那有这样的传

福音法啊？那有这样的侍奉法啊？！ 



各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你先服侍你自己，向你自己传福音——这个叫学习福音的意

思！ 

你先清楚的认识福音，认识福音的圣灵，正确地认识，懂得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懂得着

上帝活的一些声音、活的一个带领。之后，上帝为你安排的最重要的关系上——你的配偶、

你的儿女、孙子、孙女了，你的肢体了。 

有些角度来看，肢体比骨肉更亲更重要，那是永远的家人了。在这个里面，上帝为我们

安排，10多个人，20多个人，100多个人——通常 100多个人的教会要分组清楚的，必定教

会是一个身体、一个家族。在这里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功课、很多的侍奉、很多人要饶恕，以

他的立场来了解，很多的宽容、很多的包容、很多自己想过以前软弱的情况下，蒙神怜悯的

事情来百倍的怜悯你的肢体！在关系上得到医治，在关系中间第二次的创造工作起来——创

造的能力，关系当中神迹异能，在关系当中大大的显明。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起码要知道的，所以，侍奉绝对是现在！ 

在这里、从你身上开始、就是跟你在一起的人，这里开始，你的家庭——做的时候，如

果你侍奉的好，上帝知道了，给你一个家庭里面什么答案都会出来。关于夫妻合一上，各位

的经历是那么容易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全不一样的，一样要在一起，是那么容易吗？

你跟你的孩子起码 25 岁、30 岁是有时代之差的，是这么容易吗？！世界是这么的激变，是

这么容易吗？我的孙子跟我差 61年，这么容易吗？！ 

所以，在这里你要成为一个会幕——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要得着圣灵的光照，就为他

们祷告，祝福他们，保护他们、服侍他们的时候，那里面过程中间，所有的答案就来，所有

的见证就来，上帝满足的时候，同时也不是单单我的家全部好之后，我才侍奉教会，不是这

样，是同时进行，其实上帝给你的是一个家庭、一个教会、一个职场，这三个地方是同时进

行的。同时进行的重点是什么？看《以弗所书》的时候，还是教会了！因教会里面有神同在、

主的光照——一同建造主的身体的过程里面，你得着保护、你的家庭也得着保护了。 

所以，神的话真的是立体性的、属灵的立体性的，不是在这个三度空间的立体性的，属

灵的立体性的要了解。各位的灵里面，无限的灵那里开始，是正确的要了解，这是人的语言

没有办法完全会形容的。 

所以，实在是很感恩，这个礼拜，一定要思想——我是已经成为基督的身体没有？建造

了会幕了没有？我是真相信神的话跟应许，上帝好像透过 100 岁的亚伯拉罕，成就这么美好

的事，日子过了，上帝已经说了，创世记 15 章，400年之后，真的在时光也是。那我们是机

器人吗？也不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我选善，选恶？亚伯拉罕选了恶、选了夏甲、生了

以实玛利，虽然在救恩历史会成为反而教材，上帝会使用的。以色列是大大的兴旺了，整个

列国万民也是从他那里出来了！ 

当我们决定了之后，自由意志神给我们，爸爸看孩子选择什么？祂把我们所选择的一切，

借着各样的方法，有时候管教，指教，有时甚至是梦中出现，有时是天使差派来——改正，

到时间也正确，空间也正确，事物也正确的，上帝所带领，这是上帝的权能了。哈利路亚！ 

我是每次想到这些，甚至心灵里面充满了一个感动，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圣灵是应得称赞的了，是配得称赞的了。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是拥有这样的富有的，爱我到舍命的那位丈夫，圣灵非常细密的，非常深、也实在

的带领，我们怕什么啊？！ 

各位，你独特的那个地方全部的奉献，已经明白奉献的意思了——全部的建造你永属于

耶稣基督的王城，同时也属于你个人的王城。这样的王城是千千万万的——有成为天上的荣

光、天上的一个丰盛的。 

各位，《历代志上》29章的经文，刚好跟会幕物件的物件的总数是有关系的。 

《历代志上》28章里面，大卫是得到像摩西一样得着建造会幕的整个设计图。他说那个

全部材料，圣经说是他完全已经预备好了，虽然上帝不许可他建造圣殿。但透过他儿子建造

的，把里面一切的圣物，金灯台全部都做好了。 

经文：《历上 29:1-21》 

《历上 29:1-3》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

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 

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证据来的。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我们主耶稣以马内利

的！ 

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

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 

神已经预备好！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

建造我神的殿。 

对大卫来讲，他一生的贸易，一生的生意，一生得着的业绩，一生得着的成果，都是为

了建造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圣殿会幕来存在的。所以，他的日子、他的一生的关心，跟

扫罗王是根本不一样。一样的以色列的王，是侍奉一位的耶和华上帝，但不一样。 

《历上 29:4-10》就是俄斐金三千他连得， 

这金子里最好的，我算了一下是 100公吨了。这是不得了了。10万公斤 

精炼的银子七千他连得，270公吨，被精炼的银子，没有杂质的。27万公斤。 

以贴殿墙。 

上帝的荣耀，我们永远的国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光景就是这

样。 

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藉匠人的手制造一切。 

这是上帝差派的工人圣民。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

百夫长，并监管王工的官长，都乐意献上。 

他们知道了献身、献物——侍奉的意思。 

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五千他连得零一万达利克，银子一万他连得，铜一万八千他

连得，铁十万他连得。凡有宝石的都交给革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



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 

那个时代已经我的父——地上建造就是天上的圣殿。 

《历上 29:11-17》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胜、威严都是你的； 

谁能够违背祢，谁能够阻挡祢的话语的成就，你应许的成就！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

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 

借着他的圣民治理万物。他真的是诗人，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

乐意奉献？ 

换句话说是乐意参与建造永远国度的事。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 

你给的我们好好管理，献给祢！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 

世世代代都是至暂至轻的日子，来得着永远的。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注：或作“没有长存的指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

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 

甘心乐意、心被恩感的献上。 

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与你。 

《历上 29:18-21》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民。 

千千万万的圣民，直到祢再来。 

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

所预备的建造殿宇。” 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

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 神， 

你们的神——我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 

大大的和睦同居、与神与人的和睦同居恢复了——透过燔祭。 

就是献公牛一千只，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

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 

各位，这个的丰盛荣耀各位看看！ 

有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几年之后回天家，有的甚至是说不定、也说不定啊，今天

晚上回天家也是有可能的，就会看到的。你的一生你的时间、你的才干、你的能力、你身体

的力量、主给你的灵魂的力量，用这恩赐所建造的你的王城！当然，全体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王城，但也有永属于你的王城，主给你的冠冕，各位要清楚的祷告！盼望这个礼拜，各位弟



兄姐妹借着《出埃及记》38章，现在一切的圣具是已经建造完了的经文中间，——看到上帝

所成就的丰盛荣耀。 

 

一起来祷告： 

主啊，感谢赞美祢的丰盛、祢的荣耀、祢的信实，真的一切的权柄、能力、威严都要归

给祢！ 

祢是我们的居所，我们永远住在祢里面，求主给我们智慧！借着今天的信息，更美好的

智慧，更完备的智慧和信心赐给我们！叫我们把一切的心病、身体的疾病、关系上的疾病、

生命侍奉上的疾病，生活上的疾病，完全的恢复《罗 8:31-39》的那个的丰盛！那个的得胜

有余！那个永远的冠冕叫我们都能够恢复，求圣灵继续光照我们！祝福我们前面七日的时光，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