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列王紀結晶讀經   (第七週)                              2022 年 11 月 28 日 - 12 月 04 日 

 

聖殿材料的內在意義 

綱       要 

壹、我們要成爲神建造的材料，就需要經歷基督的 

死（由松木所表徵）、基督的復活（由香柏木 

所表徵）與基督作爲那靈（由橄欖木所表 

徵）：  

貳、松木表徵釘十字架的基督—王上六15下、： 

叁、香柏木表徵復活的基督—王上六9～ 10、15 

 ～ 16、36： 

肆、橄欖木表徵變化爲賜生命之靈的基督—王上六 

23、31 ～ 33，林前十五45 下： 

伍、聖殿的柱子是銅作的，銅表徵神的審判—王上 

七14 ～ 15、21，啓三12，二一22： 

陸、聖殿的石頭表徵基督在變化裏的人性，卽表徵 

經過變化的基督—王上五15～18，六7、36，代 

上二九2，代下三6： 

週一 11/28                                                 *禱讀 

列王紀上 6:15 

15 他用香柏木板造殿內的牆,從地到頂都貼上木板， 

哥林多前書 2:2 

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

知道耶穌基督，並這位釘十字架的。 

腓立比書 1:19-21 上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

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20 這是照著我所專

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

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

今也照常顯大，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哥林多前書 3:9 

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 

哥林多前書 3:12上, 16-17 

12上  然而，若有人用金、銀、寶石, 

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面麼？

17 若有人毀壞神的那殿，神必要毀壞這人，因為神

的那殿是聖的，你們就是這殿。 

以弗所書 3:2 

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為著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

管家職分， 

彼得前書 4:10-11 

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

般恩典的好管家。11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

有人服事，要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以在

凡事上藉著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七週, 週一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九篇 

召會不僅是身體，還是一個新人;從聖

經的根據看召會是一個新人 

週二 11/29 

列王紀上 6:34-35 

34 用松木作門兩扇；第一扇門分兩頁，是摺疊的；

第二扇門分兩頁，也是摺疊的。35 門上面刻著基路

伯、棕樹、和初開的花，都用金子貼了，均勻的貼

在雕刻物上。 

列王紀下 19:30 

30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紮根，向上結

果。 

何西阿書 14:5-6 

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巴嫩

的樹木紮根。6 他的枝條必延伸，他的榮華如橄欖

樹，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柏樹。 

詩篇 104:16 

16 耶和華的樹木，就是祂所栽種，利巴嫩的香柏

樹，都滿了汁漿， 

雅歌 4:8 

8 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從利巴嫩來,與我一同從利

巴嫩來,從亞瑪拿頂,從示尼珥與黑門頂,從有獅子的

洞穴,從有豹子的山嶺,來觀看。 

以西結書 17:22-23 

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也要將高大香柏樹的樹梢擰去

栽上;我要從盡尖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於高聳的山

上。23 我要將這嫩枝栽於以色列的高山上;它就生枝

子,結果子,成為壯大的香柏樹,各類飛鳥都必宿在其

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蔭下。 

腓立比書 3:10 

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七週, 週二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九篇

召會不僅有生命還有人位 

週三  11/30 

羅馬書 11:17, 24 

17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

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汁， 

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

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況這些天然的枝子，

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出埃及記 30:25, 30 

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

品，作成聖膏油。30 要膏亞倫和他的兒子們，使他

們分別為聖，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哥林多前書 15:45下 

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羅馬書 8:16 

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詩篇 106:48 

48 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從亙古直到永遠，是當受頌

讚的。願眾民都說，阿們。阿利路亞。 

彼得後書 1:4 

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

給我們，叫你們既逃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藉

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約翰壹書 2:20, 27 

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

知道。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

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

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

的，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

面。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七週,週三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九篇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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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12/01 

路加福音 10:33-34 

33 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他那裡，看見，

就動了慈心，34 上前把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

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客店裡照料他。 

士師記 9:13 

13 葡萄樹對他們說，我豈可停止生產我那使神和人

喜樂的新酒，去飄颻在眾樹之上呢？ 

羅馬書 10:11-13 

11 因為經上說，“凡信靠祂的，必不至於羞

愧。”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

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13 因

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以弗所書 6:17-18 

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

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 時時在靈裡禱

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哥林多後書 3:6 

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

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

叫人活。 

腓立比書 2:17 

17 然而,即使我成為奠祭，澆奠在你們信心的祭物和

供奉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七週, 週四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九篇  

在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週五 12/02 

列王紀上 7:15 

15 他製造兩根銅柱，每根柱子高十八肘，柱子圍十

二肘； 

羅馬書 7:18 

18 我知道住在我裡面，就是我肉體之中，並沒有

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腓立比書 3:3 

3 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

耶穌裡誇口，不信靠肉體的。 

哥林多後書 1:12; 4:7-8 

1:12 我們所誇的，是我們的良心見證我們憑著神的

單純和純誠，在世為人，不靠屬肉體的智慧，乃靠

神的恩典，對你們更是這樣。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

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

於我們；4:8 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

了，卻非絕無出路； 

雅歌 2:1-2 

1 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2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中。 

馬太福音 6:28,30 

28 你們何必為衣服憂慮？你們細想野地裡的百合

花，怎樣生長；它們既不勞苦，也不紡線。30 小信

的人哪,野地裡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

尚且這樣給它穿戴,何況你們？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七週, 週五 

團體閱讀 《人生的意義與正確的奉獻》第九篇 
合乎主用的三要項; 為主用最好的環境，

就是學校; 將福音傳遍臺灣各角落 

週六 12/03 

列王紀上 6:7 

7 建殿是用採石場豫備好的石頭,所以建殿的時候,在

殿裡聽不見錘子、斧子、或任何鐵器的響聲。 

彼得前書 2:4-5 

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

的活石跟前，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

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所

悅納的屬靈祭物。 

以弗所書 2:20-22 

20 被建造在使徒和申言者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

己作房角石；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

主裡的聖殿；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

在靈裡的居所。 

哥林多後書 4:16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

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腓立比書 3:10 

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哥林多後書 3:18 

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

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

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以弗所書 3:21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晨興聖言 列王紀結晶讀經第七週,  週六 

團體閱讀 無 

主日 12/04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何西阿書 14:5-9 

5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開放，如利

巴嫩的樹木紮根。6 他的枝條必延伸，他的榮華如

橄欖樹，他的香氣如利巴嫩的香柏樹。7 曾坐在他

蔭下的必歸回，發旺如五穀，開花如葡萄樹；他的

名聲如利巴嫩的酒。8 以法蓮必說，我與偶像還有

甚麼相干呢？我耶和華必回答他，也必顧念他。我

如青翠的松樹，你的果子從我而得。9 誰是智慧

人？他可以明白這些事。誰是通達人？他可以知道

這一切。因為耶和華的道路是正直的，義人必在其

中行走，有過犯的人卻在其上絆跌。 

詩篇 92:12-14 

12 義人要發旺如棕樹，生長如利巴嫩的香柏樹。13 

他們栽植於耶和華的殿中，發旺在我們神的院裡。

14 他們年老的時候，仍要結果子；要滿了汁漿而常

發青； 

列王紀下 19:30 

30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紮根，向上結

果。 

詩    歌 大本 詩歌  第 606首 

 

參讀：教會建造的異象，第 5、6 篇      

      創世記生命讀經，第 8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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