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記第八講：會幕的榮耀 
（出埃及記 40：34-38） 

 

李君山弟兄 6/8/2019 

讀經： 

a.羅馬書 8:29-30; 

b.出埃及記 40:34-38。 
 

1. 榮耀的預知： 

a.羅馬書 8:29：祂預先所知道的人； 

b.詩篇 139 篇 1-6：耶和華啊，你已經鑒察我，認識

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

意念。我行路，我躺臥，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

所行的。耶和華啊，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

道的。你在我前後環繞我，按手在我身上。這樣的知

識奇妙，是我不能測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c.約翰福音 21:17：主啊，你是無所不知的。 

 

2. 榮耀的應許（約）： 

a.羅馬書 9:6-9: 因為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

人，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女；惟

獨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這就是說，肉身所

生的兒女不是神的兒女，惟獨那應許的兒女才算是

後裔。因為所應許的話是這樣說：到明年這時候我

要來，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b.創世紀 15：13-21：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

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那

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們所要服事的那

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

但你要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裡，被人

埋葬。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因為亞摩利

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

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當那日，耶和華與

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從埃及河直

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

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

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c.創世紀 50：24-26：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

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約瑟叫以色列

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

從這裡搬上去。約瑟死了，正一百一十歲。人用香料

將他薰了，把他收殮在棺材裡，停在埃及。 

 

3. 榮耀的預定： 

a.羅馬書 8:29：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

效法祂兒子的模樣，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b.以弗所書 1：4-5，8-10：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

無有瑕疵；又因愛我們，就按著自己意旨所喜悅的，



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這恩典是

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都是照祂

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祕，要

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c.創世紀 1：26-27：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

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

蟲。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祂的形像

造男造女。 

d.羅馬書 9:10-13，15-18：不但如此，還有利百加，

既從一個人，就是從我們的祖宗以撒懷了孕，（雙子

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出來，只因要顯明神

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

主。）神就對利百加說：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正如

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

待誰。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

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因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

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並要使

我的名傳遍天下。如此看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4. 榮耀的呼召： 



a.出埃及記 3：4，10：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

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裡。...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

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b.出埃及記 5：1：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

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

守節。 

c.馬太福音 2：13-15：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

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

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

子，要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他母

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這是要應驗

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

來。 

d.希伯來書 3：1：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啊！ 

 

5. 榮耀的拯救： 

a.申命記 4:34: 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

來，用試驗、神蹟、奇事、爭戰、大能的手、和伸出

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埃

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 

b.申命記 26:8：祂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

大可畏的事、與神蹟、奇事、領我們出了埃及。 



c.耶利米書 32:21：用神蹟奇事、和大能的手、並伸

出來的膀臂、與大可畏的事、領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

埃及。 

d.使徒行傳 13:17：這以色列民的 神，揀選了我們

的祖宗，當民寄居埃及的時候，抬舉他們，用大能的

手領他們出來。 

e.神大能手的拯救：神用十災擊打法老，並擊殺了埃

及所有的長子和頭生的； 

f.神也用紅海吞沒了法老的全軍，使之永遠不見了！ 

 

6. 榮耀的帶領： 

a.雲柱、火柱的帶領：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

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們日夜都可以

行走。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的面前

（出埃及記 13：21-22）。 

b.靈食、靈水、靈磐石的供應：弟兄們，我不願意你

們不曉得，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

過，都在雲裡、海裡受洗歸了摩西；並且都吃了一樣

的靈食，也都喝了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著

他們的靈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林前 10：1-4）。 

c.戰勝仇敵亞瑪力人。 

 

7. 榮耀的啓示： 

a.神榮耀的降臨：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轟、

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



顫。摩西率領百姓出營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

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於山上。山的煙氣上

騰，如燒窰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動。角聲漸漸地高而

又高，摩西就說話，神有聲音答應他。耶和華降臨在

西乃山頂上，耶和華召摩西上山頂，摩西就上去(出

埃及記 19:16-20)。 

b.神賜下榮耀的律法: 

i. 向祂的百姓啓示自己榮耀的性情與美德； 

ii. 神賜下十條誡命：前四條是關乎到神的聖潔，

後六條是關乎神的公義的性情； 

iii. 神也賜下律法的細則。 

c.神與祂的百姓立下榮耀的約； 

d.神啓示榮耀會幕的異像：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

以住在他們中間。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

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出埃及記 25：8-9）。 

 

8. 榮耀的建造： 

a.方舟的建造：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分一間一

間地造，裡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這樣：要長

三百肘，寬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邊要留透光

處，高一肘。方舟的門要開在旁邊。方舟要分上、

中、下三層。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

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我卻

要與你立約；你同你的妻，與兒子兒婦，都要進入方

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樣兩個，一公一母，你要帶



進方舟，好在你那裡保全生命。飛鳥各從其類，牲畜

各從其類，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每樣兩個，要到你

那裡，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樣食物積蓄起來，好作

你和他們的食物。挪亞就這樣行。凡神所吩咐的，他

都照樣行了（創世紀 6：14-22）。 

b.會幕的建造：帳幕，就是會幕，一切的工就這樣做

完了。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做了

（出埃及記 39：32）。 

c.聖殿的建造：所羅門王做完了耶和華殿的一切工，

就把他父大衛分別為聖的金銀和器皿都帶來放在耶和

華殿的府庫裡（列王紀上 7：51）。 

d.家的建造： 

i.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

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提摩太前書 3：15）。 

ii. 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我們若將可誇的盼

望和膽量堅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希伯來書

3：6）。 

e.身體的建造： 

i.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

弗所書 1：23）。 

ii.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

多，仍是一個身子；那基督（教會）也是這樣

（林前 12：12）。 



f.教會的建造：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

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權柄：原文是

門），不能勝過他（馬太福音 16：18）。 

g.新耶路撒冷聖城的建造： 

i. 亞伯拉罕因著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

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哪

裡去。他因著信，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好像在

異地居住帳棚，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

一樣。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經

營所建造的。因著信，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

育的歲數，還能懷孕，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

信的。所以從一個彷彿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孫，如

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這些

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

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

客旅，是寄居的。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

一個家鄉。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

回去的機會。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

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

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書

11：8-16）。 

ii.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 神那裡從天而降、

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啟示

錄 21:2）。 

 



9. 榮耀的同在： 

a.雲柱、火柱、及神榮耀的同在：當時，雲彩遮蓋會

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摩西不能進會幕；

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

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雲彩

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日

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

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

（出埃及記 40：34-38）。 

b.聖殿建成時神榮耀的顯現：所羅門祈禱已畢，就有

火從天上降下來，燒盡燔祭和別的祭。耶和華的榮光

充滿了殿；因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殿，所以祭

司不能進殿。那火降下、耶和華的榮光在殿上的時

候，以色列眾人看見，就在鋪石地俯伏叩拜，稱謝耶

和華說：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歷代志

下 7：1-3）！ 

c.馬太福音 1:21-23：以馬内利: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

救出來。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

話，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

利。（以馬內利翻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d.約翰福音 1：12：支搭帳篷在人間：道成了肉身，住

（支搭帳篷）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

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e.馬太福音 28:18-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

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

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

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10. 榮耀的盼望： 

a.沒有間隔的異像（見附篇）； 

b.全時間事奉主的異像（見附篇）； 

c.詩篇 133 篇: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

地美！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

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

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

命。 

d.非拉鉄非教會: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

說：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

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說：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

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

關的。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

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

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

試煉。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



的冠冕。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

必不再從那裡出去。我又要將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

（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神那裡降下來的新耶路撒

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聖靈向眾教會所

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啓示錄 3：7-13）！ 

e.主的再來： 

i.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啓示錄 22：7）！ 

ii.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我們不是都要

睡覺，乃是都要改變，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

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這必朽壞的總要

變成（變成：原文是穿；下同）不朽壞的，這必

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這必朽壞的既變成不朽壞

的，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那時經上所記死被

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林前 15：51-54）。 

 

 

 

 

 

 



附件 1：什么是“没有间隔”的异像？ 

李君山弟兄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使徒行傳 

26:19).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 (箴言 29:18a). 

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 （撒母耳記

上 3：1b). 

  

今 天神儿女的光景真是像当初士师记的光景差不多，那時

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士師記 21：25）。 但

是，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放肆 (箴言 29:18a). 或

作， 沒有異象、〔或作默示〕民就灭亡(箴言 29:18a). 今

天神的儿女落到如此荒凉的光景，与我们缺乏属天的异像有

极深的关系。 神要起首作祂复兴的工作，祂必须先赐下

“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神今天给我们属天的异像是出于祂主宰的权柄， 祂自己的

拣选，和祂的大爱，因为祂不让祂的儿女偏离正道。 同

时，主也正在寻找那些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祂，并清心爱祂的

人，要向他们启示祂的心意。 

神要祂每一个儿女都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的爱祂，并爱

人如己。此外，神对人并没有别的要求。实际上，这就是

“没有间隔”的异像的具体化。 



“没有间隔”的异像之由来 

  

感谢主的怜悯，祂知道万人的心。早在我还没有出母腹前就

拣选了我，并派我来服事祂。当我在 1991年圣诞节前后的

一个福音营里，我蒙了主的大恩和奇妙拯救，世界上的一切

就对我失去了味道。正像使徒保罗一样，我愿意起来全心地

来寻求认识主，追求主，并服事祂和祂的旨意。 

在那些年日，虽然热心追求认识主，也尽心自愿的参与对主

服事，同时也多次经历主的带领与扶持，但仍然还没有得着

服事主的异像。虽然在外面还在服事主，但心里面却仍然觉

得很空，不是很实在。这样的光景一直延续到 2009 年 4月

11 日的早晨。 

那天早晨，主亲自在我的心灵深处吹入一首诗歌，就是圣徒

诗歌的 570 首：“没有间隔”。 瞬时间，主开启了我灵里

的眼睛，除掉了我心中的帕子，使我得着了祂赐给我，也是

赐给教会的属天的异像， 就是“没有间隔”。 

主 启示我说： “你不是有心要服事我吗？这就是我要你对

我的服事，我要你与我 ‘没有间隔’， 并且与弟兄姊妹之

间也要 ‘没有间隔’。这就是我要你对我的服事。” 感谢

主，祂是信实的主，祂听了我在祂面前多年的呼求与祷告。 

我的心开始有平静了，事奉开始有方向了，对属灵的事能够

看得更清楚明亮了。 

虽然直到今天， 我离进入与实行这个荣耀的属天的异像还

相差甚远，但主让我能对祂赐给我的异像多年来反复默想，



并得着很多奇妙和宝贵的亮光，有多次在许多的环境中得到

证 实。对此我对主感恩不尽，我和姊妹也一直为主所赐的

异像祷告，直到它完全成就在我们中间，并超过我们所求所

想的。 

  

究竟什么是“没有间隔”的异像呢？ 

  

主 在祂的智慧和奇妙的启示中，让我立时看到“没有间

隔”的异像就像一幅十字架的图画： 一方面，在向天垂直

的方向上，祂要我们和祂没有间隔；同时，在地上在水平的

方向上，祂要我们也彼此没有间隔。一个是垂直的属天的关

系； 一个是水平的属天的关系。一个是看不见的灵里对神

的事奉； 一个是看得见的灵里对人的事奉。这两方面是相

辅相成的，又是缺一不可的。 

我 们的事奉若是在神那里不通，与神有了间隔，我们的源

头就出了问题。与其是金，银，宝石的服事，我们所有的不

过是草，木，禾秸的服事。若是源头不对，我们所 作的一

切不过是出于人 -- 不过乃是人的荣耀，人的性情，和人的

工作，不仅没有永远的价值，还要完全被火烧掉，归于无

有。 

相反，我们的事奉若是在神那里是通的，与神的关系是没有

间隔的，我们的源头就是对的。服事的工作也许在外面，在

人看来不过很小，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是神所看中的，乃是

金，银，宝石的服事， 并且具有永远的价值。 



在水平的方向上，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服事， 如果彼此之

间有了间隔， 没有在灵里的合一，没有在主里的同心， 我

们的服事在主面前就是虚的，主不会与我们同在，迟早会大

家分道扬镳。 

主赐下两幅重要的“没有间隔”的图画 
 

一幅是在旧约。神让我看到旧约里诗篇 133 篇的图画： 

133:1 〔大衛上行之詩。〕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 

133:2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

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133:3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

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这里只有三节经文，却是何等高超，何等奇妙，又是何等宝

贵！这篇短短的诗篇可以说已经把神原初永远的旨意都表达

出来了。它也可以说是旧约里“没有间隔”的异像最好的注

释。 

看 哪！是何等引人注目的一幕！正好像五旬节的那一天，

神差遣圣灵从天上降临，神的教会第一次在地上诞生，天就

在地上开始一样。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 善、何

等的美！ 这里也是天在地上彰显出来。是怎么彰显出来的

呢？乃是神的爱通过弟兄相爱，和睦同居彰显出来！真是天

上的门向着地上敞开了，神的心在祂的儿女中间得着完全 

的满足了。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神的话都是炼净的！当神的话说 

“何等” 的时候，就是指的“何等”！“何等”在这里是

什么意思呢？乃是说这里的光景是超越的，是超过人的言语

能够形容的，是神圣的，是天在地上的开始，是天在地上 

的彰显。这里乃是圣地，是属灵的圣地，是属灵的实际！ 

什么是属灵的实际？這好比那貴重的 油、澆在亞倫的頭

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就是属灵的实际， 也

就是神自己的同在。神在这里毫无保留的把自己浇灌在他们

中间，充满在他们中间，“以马内利”在他们中间，真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好！貴重的油在 这里乃是指的

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满溢在他们中间，把每一个在场的人都

带到变化山上，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属灵属天的实际。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那貴重的油乃是说到外面

的浇灌，黑門的甘露乃是指的里面的圣灵的滋潤。因為在那

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因为神的恩典，

这里彰显出旧约里神的儿女最荣耀的光景，显出神自己所命

定的旨意。 

在这里，神与人没有间隔，弟兄和睦同居，人与人之间也是

没有间隔。正如约瑟与他的兄弟们相认的那一刻，真是何等

的善、何等的美！ 

  

另一幅图画是在新约中主启示出来的, 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启

示录的第三章 7-13 节： 



3: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聖潔、

真實、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

有人能開的、說、 

3:8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

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

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3:9   那撒但一會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

人、乃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也使

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3:10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

時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3: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

冠冕。 

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

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

名、（這城就是從天上從我 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

冷)並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3:13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这里的图画很显然与诗篇 133 篇是遥遥相对的。人子耶稣已

升到天上作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祂在七个金灯台（也就

是七个教会）中行走，要查看每一个教会真实属灵的光景。

我们相信这七个教会乃是主特别选出来作代表的 - 他们不

仅代表了主升天后历世历代的教会，也是代表在每一个时代

里在全世界上的教会。但是在这七个具有代表性的教会里，

除了士每拿教会（这是一个为主受苦的教会）和非拉鐵非教

會，其他五个教会主都有责备，并要他们悔改。唯有对非拉



鐵非教會，主的心是满足的，是喜悦的，是跳跃的。那么究

竟是什么原因呢？乃是因为他们有与主“没有间隔”， 与

弟兄姊妹彼此也“没有间隔”的属灵实际！ 

非拉鐵非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这也是主离世前给祂的门徒

的最后也是一个新的命令。他们因为爱主，也爱弟兄，并没

有失去对主起初的爱，主的名，主的生命之道，还有主的同

在没有离开他们。他们与主之间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和弟兄

姊妹之间也是一个正常的关系 -- 也就是“没有间隔”。 

因此，主的心完全满足了。主说， “看哪、我在你面前給

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这真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非拉鐵非的教会摸着了主的心，非拉鐵非的教会活出了属灵

的实际， 正是因为他们一方面与主“没有间隔”， 另一方

面也与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没有间隔”！ 

而且他们并非是很强壮的，因为主说： “你不过略有一點

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 感谢主，这

真是给我们何等的安慰，因为这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也可能

是这般软弱，但若是我们全心爱主，并且也真心爱我们身边

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得着主的喜悦！ 

哦，主对非拉鐵非的教会真是有何等奇妙的应许。主何等的

爱他们，主应许他们说：  

1.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2.我要使你的仇敌來在你腳前下拜； 

3.我也要使你的仇敌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4.因为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

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試煉； 

5.我要叫他在我 神殿中作柱子、他也必不再從那裏出

去； 

6.我又要將我 神的名、和我 神城的名、（這城就是從

天上從我 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我的新名、

都寫在他上面。 

试问，有哪一个教会能像非拉鐵非的教会得着主这样奇妙的

应许？ 而且，主对他们的应许都要实现，直等到主第二次

再来的时候！ 

  

结语： 

  

主今天正在寻找那些活在“没有间隔”的实际中的神的儿

女。这两幅奇妙的图画不是偶然记载在那里，乃是神给祂儿

女今天山上的样式。“没有间隔”的异像不只是一个理想，

一个梦想而已， 乃是一条永生的生命之道，是一条可以行

走的十字架的窄路，乃是一条满足神心意的道路， 乃是神

永远的旨意。神如何在历史中得着诗篇 133 篇的属灵实际的

彰显，并且也在新约里非拉鐵非的教会彰显祂的荣耀，照样

在今天，祂也愿意，也能够，也已应许祂仍要得着今天的非

拉鐵非教会，就是与祂“没有间隔”， 与弟兄姊妹也“没

有间隔”的教会，使主的心得着满足，等候并催促主的再

来！ 

主，我愿你来！ 



附件 2：什麽是“全時間事奉主”的異像？ 

李君山弟兄 

主后 2018年 9月 12日 

1. 有關經文： 

a. 出埃及記 19：3 – 6： 摩西到 神那裏、耶和華從山

上呼喚他說、…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

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

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

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

度、為聖潔的國民。 

b. 彼得前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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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羅馬書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

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d. 羅馬書 8：32：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

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2. 全時間事奉主是神對祂每一個兒女的要求和心意： 

a. 神把祂的兒子賜給我們為祂最珍貴的禮物，我們豈不應

該把我們的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把我們自己當作禮物

獻給神嗎？ 

b. 羅馬書 8：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

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3. 主是如何賜下“全時間事奉主”這一重要的異像？ 

a. 在 1991年年底，我一信主時就有全時間事奉主的心願： 

i. 因爲主的恩典和能力太大，太奇妙的彰顯在我身

上，以至於我沒有別的選擇； 

ii.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我心靈的眼中都被看淡了； 

iii. 主賦予了我新的人生意義和目標； 

iv. （我也曾有上神學院的心願，但帶領的弟兄說，和

弟兄姊妹一起學習並配搭服事就是最好的神學院，

我就明白並順服了）； 

v. 我最開始的負擔就是儘快預備好自己，然後回國去

傳福音。 

 

b. 1994 年 3月 31日主把我的父親接到祂的懷抱，主十次啓

示我從西海岸搬到 DC 地區（東海岸），所以我們于 1994

年 8 月 15日移居到東岸，我對全時間事奉主的方向有所

改變: 

i. 到了東岸后，與主内年長的弟兄們有交通，弟兄們

建議我帶職事奉，我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現在看

來，這也是出於神的； 

ii. 但在我的學習和工作之餘和之中，因主愛的激勵，

一直火熱地參與教會的一切事工，事奉主的心願和

心志從未減弱過，這一點有我妻子可以給我作見

證。 

 

c. 從 1996年 11 月 18 日至 2003年 7 月 24 日，我在 Apple 

和 IBM公司工作了 6 年半后，主拿走了我在世上的工

作，並帶領我進入了祂的安息年。但當我在主面前禱告

的時候，明白了是主要呼召我出來事奉祂，我就憑著一

個簡單並單純的信心走出來了，直到如今： 



i. 主向我啓示 7/24 這個數字，就是“全時間事奉

主”的意思。主也用五節經文詩歌證實了這一點； 

ii. 自己才出來事奉的時候，只有呼召和熱心，還沒有

很明確的屬天的異像，所以心靈裏經歷了不少的熬

煉。直到 6年多后，就是 2009年 4 月 11日的那個

早晨，主向我賜下那個榮耀的“沒有間隔”的異像

我的事奉才開始有了方向，有了基礎； 

iii. 但是我那時尚未明白什麽是“全時間事奉主”的異

像，直到再過了 3 年多后， 就是 2012 年 7月到 10

月間，我第七次回到國内作主的工作的時期内，主

就非常清楚地向我啓示了什麽是“全時間事奉主”

的榮耀異像。我相信這兩個重要並中心的異像正是

今天的教會最最需要的。 

 

4. 什麽是“全時間事奉主”的異像？ 

a. 簡單來說，就是每一個神的兒女都是全時間事奉主的，

因爲這是神原初的心意和計劃！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神的兒女，無論在什麽時間，無

論在什麽地方，無論在什麽境況，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

是事奉主的，並也應該是在事奉主！因爲我們既然蒙

召，每一個神的兒女就都是君尊的祭司，被呼召出埃及

來事奉永生神的！ 

b. 這在前面幾處我們引用的經文中可以淋漓盡致的表達出

來（出埃及記 19：3 – 6， 彼得前書 2：9， 羅馬書

12：1， 羅馬書 8：32）。 

 

5. 爲著“全時間事奉主”的異像，神賜給了我五幅中心並榮耀

的圖畫： 

a. 第一幅圖畫乃是“家”的圖畫： 



i. 提摩太前書 3：15b：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 

ii. 以弗所書 2:19 –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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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藉著聖靈

居住的所在。 

iii. 來 3:6:「但基督為兒子，治理神的家」。 

iv. “家”在整本聖經神的話語裏一個中心的啓示： 

1. 神拯救挪亞全家； 

2. 神呼召並揀選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 

3. 保羅對受感動的禁卒說：“當信主耶穌，你和

你的全家都要得救！” 

v. “家”的意義和特徵： 

1. 得安息，安慰之所； 

2. 得力之處（之源）； 

3. 可以放鬆，作真實的自己； 

4. 愛的居所； 

5. 生命之源； 

6. 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基礎，根基）。 

 

 

 

vi. “家”的事奉： 

1. 在過去大陸鄉下一個貧窮的大家庭裏（比如一

對父母有六個孩子），爲著基本的生存，這個

家庭的每個成員都是全時間服事這個家庭的：

父親為了養活這麽多的孩子，有許多工作。母



親更是要忙碌：有多少農活，家務，照顧，管

教的事。哥哥姐姐也是全時間服事這個家庭

的: 一方面要幫助父母，另一方面還要照顧弟

弟妹妹。小弟弟妹妹也要好好學習，成長成爲

有用的人。一個世上平常的家庭尚且如此，更

何況神的家呢？不更應當人人全時間，儘全力

服事麽？ 

2. 就好比一個父母有十個孩子，這十個孩子對父

母都是特別的，并非一兩個孩子是特別的，他

們才是特別的全時間服事，其他的孩子都是普

通的，可以不怎麽服事。這乃是不正常的，我

想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乃是神家的

每一個成員都是全時間服事神的，也是服事神

家的。 

 

b. 第二幅圖畫乃是“身體”的圖畫： 

i. 像“家”一樣， “身體”也是在整本聖經神的話語

裏另一個中心的啓示： 

1. 以弗所書 1：23：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

萬有者所充滿的。 

2. 哥林多前書 12-14， 12：12-14：就如身子是

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

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3. 羅馬書 12：4-8 

4. 以弗所書 4：4-16， 5：30 

ii. 作爲一個健康正常的身體上的每一個肢體，都應該

是 100%的，全時間事奉這個身體的； 



iii. 若有一個肢體不事奉，不產生功用，或者自己獨立

行動，那麽這個身體就有缺陷了，或者得了癌症

了； 

iv. 若有許多肢體不事奉，那麽這個身體就癱瘓了，或

者偏癱了； 

v. 主耶穌基督的身體乃是教會，祂的身體是不可能，

也不容許有任何缺陷或偏癱的現象。主耶穌基督的

身體應該是一個正常並健康的身體，乃是毫無瑕

疵，毫無斑點，皺紋等類的病。祂的身體乃是一個

榮耀的身體； 

vi. 一個小手指受傷會影響到全身的例子； 

vii. 我們既然同是一個餅，一個杯，同是基督身上的肢

體，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就理當都起來全時間事

奉基督和基督的身體 – 就是教會； 

viii. 所以不管我們在什麽時間，什麽境遇，或什麽地

方，我們都應該全身心地來侍奉我們的主，因爲我

們乃是被主的寶血重價買來的，并且我們每一個蒙

恩得救的神的兒女都是神君尊的祭司，都是全時間

事奉主，事奉神的； 

ix. 這就是“人人皆祭司”的屬靈原則。我們不應當把

教會事奉的責任推到少數的幾個人身上； 

 

c. 第三幅圖畫乃是“會幕”的圖畫： 

i. 會幕在主的話語的啓示和異像中也占有重要並中心

的位置：這就是爲什麽在新約的希伯來書裏，主的

話特別啓示我們，會幕實際上就是預表基督。 

ii. 并且我們也當然知道，會幕也是指的教會，這是毫

無疑問的；主向摩西啓示的山上的樣式乃是指的基



督與教會，乃是説到神永遠的旨意，是何等的緊

要！ 

iii. 會幕就是曠野的教會。神的選民以色列在曠野生活

乃是以會幕為中心的； 

iv. 會幕乃是啓示出我們的神是何等願意與人同住的心

意（我們的神乃是以馬内利的神）； 

v. 神當初帶領祂的兒女出埃及，其目的就是要進會

幕。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神要與人同住，真是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vi. 會幕表示神對祂的兒女的活的供應，活的帶領，活

的保護，和活的見證； 

i. 會幕的材料都是每一個神的兒女甘心樂意的奉

獻。（僅舉一例：神的兒女所奉獻銀子的數目和

功用：被數二十嵗以外男丁數目：603,550 人，

60 萬人奉獻 30萬舍克勒的銀子，就是 100他連得

（1 他連得 = 60 彌那，1 彌那 = 50 舍克勒， 

100 他連得銀子 = 100 x 60 x 50 = 300,000 舍

克勒銀子）。100 他連得作 100個帶卯的座。另

3,550人奉獻的銀子是 1,775舍克勒，用作柱子上

的鈎子和包裹柱頂並柱子上的杆子。真是一點也

不多，一點也不少啊！參考出埃及記 39：25-

28）； 

ii. 會幕乃是依靠聖靈 – 巧匠所作成； 

iii. 會幕是神聖的，是神親自啓示給摩西的。其中的

物件不能增加，不能減少，也不能改變，因爲乃

是預表活的基督自己； 

iv. 會幕的每一個物件都是全時間服事會幕的，這乃

是無容置疑的； 



v. 會幕建成后蒙神所悅納，並被神的榮耀所充滿！

讓我們每一個肢體也起來事奉主，讓神的榮耀來

充滿我們的以馬内利之境！ 

 

d. 第四幅榮耀的圖畫：聖殿： 

i. 正像會幕一樣，聖殿在聖經中的重要性就不必提

了！聖殿與會幕有許多相似之處，所以會幕的屬靈

原則也都可以應用在聖殿的圖畫上； 

ii. 只是聖殿較之會幕要更宏偉，更穩固，更榮耀，更

美麗！預表神要永遠與祂的兒女同住，永不抛棄我

們，也永不會撇下我們為孤兒！眾山怎樣圍繞耶路

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祂的百姓，從今時直到永

遠！ 

iii. 聖殿的材料也是每一個神兒女甘心樂意的奉獻; 

iv. 聖殿的建成也是聖靈 – 巧匠的手工，且是在平

安，喜樂的氣氛中建起來的； 

v. 聖殿的建成也蒙神所悅納，並被神的榮耀所充滿; 

vi. 聖殿的所有物件和器皿都是被膏過的，是神聖的，

都是全時間事奉神的； 

vii. 這些家具都不能增加，不能減少，也不能被替代，

因爲都是預表基督自己； 

viii. 聖殿既預表基督，也是預表教會，是神聖的； 

1. 哥林多前書 3：16， 6：19： 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麼？ 

2. 約翰福音 2：1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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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三日內就再建立

起來麼。但耶穌這話、是以祂的身體為殿。 



3. 希伯來書 10：19-20：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

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著祂給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

是祂的身體。 

ix. 所以我們理當用心靈和誠實在靈裏用信心，愛心，

和盼望來盡心，盡力，盡性，盡意地事奉我們永生

的真神！ 

 

e. 第五幅榮耀的圖畫：新耶路撒冷： 

i. 這也是最後且是最榮耀的一幅圖畫，也是神最終，

最榮耀的工作的完成！ 

ii. 那乃是一座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經營，所建造

的； 

iii. 新耶路撒冷乃是全宇宙的中心，也是全宇宙的榮

耀； 

iv. 新耶路撒冷乃是一座充滿復活的永遠生命並生機勃

勃的一座城，乃是全宇宙中最榮耀和最大的一顆寶

石； 

v. 在新耶路撒冷城裏只有三種材料：就是精金，寶

石，和珍珠。精金乃是父神的工作（信心的果

效），寶石乃是指的聖靈的工作（愛心的果效），

珍珠乃是指的主耶穌的十字架的工作（榮耀的盼

望）來説的； 

vi. 在新耶路撒冷，神的眾僕人都要事奉祂，并且是全

時間事奉，全身心的事奉，永遠的事奉，永遠的敬

拜（啓示錄 22：3）； 

vii. 在那裏乃是全時間的事奉，是就是精金，寶石，珍

珠的事奉。在那裏所有的器皿都要按照神的定規來

事奉； 



viii. 這是我們永遠的歸宿，是我們永遠的職業，是我們

永遠的事奉，是我們被造，被救贖，被呼召的意義

和價值。我們爲什麽還要等待，而不現在就進入神

在你我身上永遠的呼召，起來全心的事奉我們的神

呢？ 

 

6. 聖經中全時間事奉的例子： 

a. 所有聖經中記載的信心偉人都是全時間事奉主的（希伯

來書 11章）； 

b. 所有聖經中的 40多位作者都是全時間事奉主的； 

c. 舊約中的約瑟，雖身爲宰相，日理萬機，但他卻是神的

器皿和見證人，乃是全時間事奉主的； 

d. 還有但以理，曾身爲四朝元老，身負要職，也是日理萬

機，但他的心卻是完全為著主和祂的選民並主的旨意而

活，并被列爲極少數的三個義人之一，成爲以色列囯神

的子民在當時的守望者。他乃是全時間事奉主的！ 

e. 新約中的使徒保羅，他也親自織帳篷，並供應同人的需

要，但他一直都是在全時間事奉主! 

 

結語： 

願主的靈感動我們，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當把教會當成自己屬靈的

家，知道自己也是基督身體上的肢體。讓我們都來盡心，盡力，儘

意，儘性地起來愛主，並愛人如己，愛神的教會，愛神的國度，服

事神的旨意。這樣，教會就必會蒙神賜福，教會就會有力量，神榮

耀的教會就會興起，發光，得着極大的復興！ 

我們的事奉與我們的生命，生活，工作，關係並不相衝突，並不相

矛盾，因爲一切都是神在安排和掌管，並且一切都是爲著基督，一



切都要歸入基督，萬有都要在基督裏面同歸于一，神的榮耀將要充

滿整個宇宙，就像海水充滿海洋一樣。 

整個宇宙將要成爲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囯，將有義居在其中。那一塊

非人手所造的石頭將要砸在那半鉄半泥的脚趾上，並把世上的萬國

打碎，并且要充滿天下，而那塊石頭就是復活的主耶穌基督來説

的。神的旨意要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樣，我們在新天新地

裏，要過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今天我們若彼此相愛，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每個人都把自己奉獻當

作活祭來事奉主，我們今天就可以經歷主的同在和教會的復興，今

天就可以享受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實際。天國今天就可以降臨在我

們中間，就像當初主還在地上行走時的光景一樣，又像當初教會的

光景一樣，又正像舊約中詩篇 133 篇的光景一樣，就像新約中非拉

鉄非教會的光景一樣。這樣，我們的主的心就完全滿足了，主也要

得著祂的新婦，主來的日子就到了！哈利路亞，感謝贊美主！ 

感謝主，在全時間事奉主這件事和這個榮耀屬天的異像上，祂的話

是何等的清楚，明亮並榮耀！讓我們一齊起來，一同來同心合意地

來全時間事奉我們的主！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

尋、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祂的謀士呢？誰是先給了祂、使祂後來

償還呢？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倚靠祂、歸於祂！願榮耀歸給祂、

直到永遠。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