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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進入幔內瞻仰榮耀基督 
H285 我已得佳美信息; H269 進入幔內出到營外 

一、舊約時代幔子的阻隔 

利 16:2 要告訴你哥哥亞倫、不可隨時進聖所的幔子內、到櫃上的施恩座前、免

得他死亡、因為我要從雲中顯現在施恩座上． 

來 9:6 這些物件既如此豫備齊了、眾祭司就常進頭一層帳幕、行拜 神的禮．7
至於第二層帳幕、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血、為自

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 
 
二、永遠的大祭司為我們進入幔內 

來 6:17 照樣、 神願意為那承受應許的人、格外顯明他的旨意旨意旨意旨意是不更改的、就

起誓起誓起誓起誓為證．18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 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

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19 我們有這指望

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20 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

麥基洗德的等次麥基洗德的等次麥基洗德的等次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三、幔子裂開活路開通 

可 15:37 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38 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 

來 10:19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 是藉著他給我們

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21 又有一位

大祭司治理 神的家．22 並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

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 
 
四、幔內的生活 

(一) 親近神的生活 

雅 4:8 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們的手。心

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二) 進入內室的生活 

太 6:5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

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6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

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這個「暗中」不是在黑暗中，乃是在幔內) 

(三) 住在主裏的生活 

約 15: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

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四) 瞻主榮面的生活 

詩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

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裏求問。 
 



2016 China Shenyang梁家聲 www.east.casgv.org 2

第二堂、出到營外跟隨卑微耶穌 
H269 進入幔內出到營外; H295 我今轉身背向俗世   

一、營外的生活 - 一個住在幔內的人，乃是一個出到營外的人 

來 13:10 我們有一祭壇、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帳幕中供職的人不可同喫的。11 原

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12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13 這樣、

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14 我們在這裏本沒有

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一) 在這裏沒有常存的城―我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約一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遠常

存。   

來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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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來 11:10 因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神所經營所建造的。 
(三) 出到營外就了祂去 

羅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約一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二、見證的生活 (營外的生活) 

賽 43:10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你們是我的見證你們是我的見證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一) 光的見證 

太 5: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15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

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二) 愛的見證 

約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

要怎樣相愛。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 
(三) 聖別的見證 

利 20:26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

們作我的民。 

約 17: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16 他們不屬世

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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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耶穌基督的啟示與見證 

祢是我異象 
一、耶穌基督的啟示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 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

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一) 神奧祕的事是隱藏于神裏的奧秘、是屬靈的實際 

弗 1:9 都是照他自己所豫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 
 
(二) 「啟示」的意義是揭開幔子，使幔內的奧祕隱藏的事顯露出來 

弗 1: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弗 1:16 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 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弗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

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二、耶穌基督的見證 

啟 1:2 約翰便將 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見證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證明出

來。 
(一) 使徒約翰為「耶穌基督的見證」，曾被流放在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啟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

分．為 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Christ)、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二) 基督是神的見證人，是神的見證和彰顯 

約 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 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 
 
(三) 教會是基督的見證和彰顯－耶穌基督的實際在我們的身上顯出 

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

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三、啟示、異象與見證 

(一) 啟示成了我們的異象－就神來說是啟示，就人來說是異象 

徒 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二) 看見異象的時候，就有了見證 

約一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

摸過的． 
約一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

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三) 見證是存儲在一個器皿裏，這個器皿稱為教會，就是主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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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更高之處    

H274 更高之處 
一、與主同坐天上的地位 

弗 2: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

恩）．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二、往高處直登的追求 

(一) 更多認識並得著基督 

林前 8:2 若有人以為自己知道甚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 

腓 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二) 隱密處的生活與在磐石上的誇勝 

詩 27:5 因為我遭遇患難、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裏、把我藏在他帳幕

的隱密處、將我高舉在磐石上。6 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我要在他的

帳幕裏歡然獻祭•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 

(三) 城上的守望與禱告 

賽 62:6 耶路撒冷阿、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

華的、你們不要歇息、7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

上成為可讚美的。 

1. 守望者站在高處－在城上設立守望的;  

2. 守望者時刻儆醒－晝夜必不靜默 

3. 守望者迫切呼求－呼籲耶和華的;  

4. 守望者恒忍禱告－不要歇息、直等神建立耶路撒冷 

5. 守望者與神同工－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四) 跟隨羔羊的道路 

啟 14:1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的

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 

啟 14: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那裏去、他們都跟

隨他。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初熟的果子歸與 神和羔羊。 

三、穩行在高處的生活 

哈 3:16 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

兢‧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 

哈 3:17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

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18 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 神喜

樂。19 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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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不要限止 
多又多 

賽 54:1 你這不懷孕不生養的、要歌唱•你這未曾經過產難的、要發聲歌唱、揚

聲歡呼•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是耶和華說的。 
賽 54:2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

堅固你的橛子。 
 
一一一一、要歌唱歡呼－教會屬靈生育的讚美 

二二二二、要擴張帳幕－教會外表見證的擴大 

三三三三、要張大幔子－教會裏面生命的擴大 

四四四四、要放長繩子－教會交通連結的擴大 

五五五五、要堅固橛子－教會穩固根基的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