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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神的經綸就是神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好使人能得著並彰顯祂，然而到

底神要將祂生命中的何種素質分賜到人的裏面，我們卻無法一一述說，因為實在過於包

羅萬有，所以本文根據二○○九年冬季訓練信息第八篇的綱要及經文，將其區分為公

義、聖別、榮耀三方面，好使我們能更被神的經綸所構成。 
本文主要引用聖經中十卷書的經文，說出這位公義、聖別並榮耀的神渴望將祂的公義、

聖別並榮耀分賜到我們這一班信他的人裏面，因為神必需根據祂的公義，藉著祂的聖

別，而使我們達到祂的榮耀，這是宇宙中的大事，對我們而言更是極其有幸並榮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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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摘自二○○九年冬季訓練綱要[1]（總題：『羅馬書中神的福音』），信息第八
篇（篇題：三一神作生命分賜到三部分的人裏，乃是根據祂的公義，藉著祂的聖
別，而達到祂的榮耀）。在這篇信息中，我們發現他極富真理的內涵，所以我們
研讀過後，將其所引含的真理作一延伸並整理，而撰寫本文。 
關於公義、聖別、榮耀的神，我們所要闡述的整體說來有三方面，一是人墮落失
敗的一面，二是基督來成就神公義、聖別、榮耀的一面，三是我們（信徒）能得
著神公義、聖別、榮耀的生命這一面。第一面是人墮落這面，我們是不義的人，
因為我們在與別人的關係上，甚至與物質東西的關係上，都是不義的[2]。我們
可能不正直的對待人或不合適的處理財務；不用說對待不同的人，甚至我們對待
同一個人，都會因為我們的心情、壓力、環境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結果，這說
出我們是不義的。同時我們也是不聖別的，沒有一個孩子需要送他去說謊學校教
他說謊，他就會說謊，這說出我們生來就不聖別；保羅告訴我們『立志行善由得
我，只是行出來由不得我』，所以我們雖有心願意過聖別的生活，但卻無法活出
聖別的生活。當然我們也是不榮耀神的，因為我們『眾人都虧缺了神的榮耀』。
在第二面中，雖然人是失敗的，但神差祂的兒子耶穌基督親自來為我們成功救
贖，神便根據基督的死稱我們為義，藉著基督的復活是為著使我們聖別，而基督
的升天是為著使我們達到榮耀。接著是第三面，雖然人是墮落的，無法滿足神公
義的要求，但基督的救贖滿足神公義的要求並為我們開了一條又新又活的路，使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來到神面前享受祂，因此我們只需要有一個單純的心信入
祂，也需要有一個敞開的靈接受祂，藉著呼求主名、享受主的話語，如此這位公
義、聖別又榮耀的神，就可以進到人的裏面，成為我們的公義、聖別並榮耀。這
是我們所接受最大的福音，也是我們最大的得著。 
本文共分為五大段，第壹段為前言，對聖經中的公義、聖別並榮耀的神，作一些
基本的說明，第貳段是本文的部分，再分為十段，分別從舊約的創世紀、出埃及
記、以西結書，和新約中福音書的基督、羅馬書以及新約執事的生活與事奉、哥
林多前書、以弗所書、啟示錄，最後以新天新地新耶路撒冷作為結束，第叁段為
表格整理，我們將上段中引用的經文暨內容，作表格式的整理，第肆段為結語，
第伍段為參考文獻。 
 

貳、本文－聖經中的公義、聖別、榮耀 
本大段共分為十段，由聖經中十卷書組合而成，不過大致上依照第一大段前言中
的描述，概略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人的墮落，由第一段創世紀的豫表所
組成；第二部分就是基督的救贖，由第二段羅馬書開始至第八段以弗所書組合而
成；第三部分是人達到並完成神的救贖，分別由第九段、第十段所組成。 
 

一、在創世紀中人墮落無法享受神的豫表 
這段的豫表有三，基路伯所豫表神的榮耀、火焰所豫表神的聖別、劍所豫表神的
公義，舊約恢復本聖經[3]創世紀三章二十四節：『於是把那人趕出去了；又在伊
甸園的東邊，安設基路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把守生命樹的道路。』，這是
人墮落後的光景（人喫了知識善惡樹後的光景），因此人不能再接近生命樹（豫
表神自己），在創世紀三章二十四節第一註：『神用三個憑藉封閉生命樹的道路：
基路伯、火焰和劍。基路伯表徵神的榮耀，（參結九 3，結十 4，來九 5，）火焰
表徵神的聖別，（申四 24，申九 3，來十二 29）擊殺用的劍指明神的公義。（參
哀三 42～43，羅二 5）神的這些屬性把要求加於罪人身上。既然有罪的人無法
達到這些要求，（羅三 10～18，23）他就不可接觸作生命樹的神。直到基督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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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在十字架上包羅萬有的死，滿足了神榮耀、聖別、和公義的要求，開了一條又
新又活的路，人纔可以進入至聖所，有分於生命樹。（來十 19～20 與 20 註 2，
啟二十二 14 與註 4）』。註解詳細的說出，此時人在墮落失敗裏，無法滿足神的
公義、聖別、榮耀，因此無法再回伊甸園，享受生命樹。 
 
二、在羅馬書中基督成功救贖來滿足神公義、聖別和榮耀的要求 

之啟示 
1.在生命與靈中顯示神的義 

在新約恢復本聖經[4]羅馬書三章二十三節至二十五節：『因為眾人都犯了罪，虧
缺了神的榮耀，』『但因神的恩典，藉著在基督耶穌裡的救贖，就白白的得稱義。』
『神擺出基督耶穌作平息處，是憑著祂的血，藉著人的信，為要在神以寬容越過
人先時所犯的罪上，顯示祂的義；』，這處經文說出基督稱義我們在生命的一面， 
羅馬書八章十節：『但基督若在你們裡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靈卻因義是生
命。』，這節經文說出基督稱義我們在靈裏操練的一面；人雖不義，但藉著基督
的死，我們都白白的得稱義，使我們得以在生命與靈中得著並顯示神的義。『基
督作我們的代替，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以滿足神公義的要求，使我們得稱義，
好叫祂能將自己作為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這是綱要第叁大點第三中點[1]清楚
的說明。 

2.藉著那靈以至於聖別 
綱要第叁大點第四中點第一小點[1]的描述，說出我們被那靈聖別，『聖化乃是復
活的基督作為“那靈那聖的＂，就是在我們靈裏聖別的靈，將自己作為神的聖別
性情，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為聖城』，羅馬書六章十九節：『我因你們肉體的
軟弱，就照著人的常情說，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不潔不法作奴僕，以至於不
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這是那靈在神的經綸
裏聖別我們的中心線（主持線），羅馬書六章二十二節：『但現今你們既從罪裡得
了釋放，作了神的奴僕，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遠的生命。』，當我們結
出聖別的果子，就證明我們已被神聖別的生命與性情浸透。 

3.在召會中得榮耀 
『三一神之分賜的終極目標，是讓神藉著基督的身體得彰顯，在召會裏得著榮
耀』，這是綱要第叁大點第五中點[1]的說明，說出我們藉著基督達到榮耀。羅馬
書八章二十八節至三十節：『還有，我們曉得萬有都互相效力，叫愛神的人得益
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因為神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神兒子
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祂所豫定的人，又召他們來；所召
來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這處經文最後說
出神救贖我們，不僅稱義並聖別我們，至終要把我們團體的帶進榮耀裏去。 
 

三、在出埃及記中帳幕基本結構的豫表 
在羅馬書中啟示，神的帳幕乃是身體生活，實化於召會生活（羅十二~十六），以
公義（羅三 21~五 11）、聖別（羅五 12~八 13）和榮耀（羅八 14~39）為基本結
構，（參考綱要第三大點第一中點[1]），其思想源自舊約中帳幕的豫表，因為舊
約帳幕的基本結構就是外院子、聖所、至聖所，其代表的意義依序就是神的公義、
聖別和榮耀，而實際乃是藉著基督的救贖得稱為義是在外院，聖別是在聖所，得
榮是在至聖所。以下是這些豫表的說明。 

1.由外院子所豫表的公義： 
出埃及記二十七章九節第三註：『從遠處看，帳幕最顯著的特徵是外院子的細麻
帷子。這些帷子乃是神建造外面的彰顯和界限。院子的帷子，表徵基督是神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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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了給召會的義，（林前一 30）並且從召會活出，作其界限和彰顯。（見太五
20 註 1，腓三 9 註 6，啟十九 8 註 2）』『就帳幕而言，神建造所彰顯的，外面是
義，由細麻所表徵，裏面是聖，由金所表徵。義是神在祂作為上的彰顯，聖是神
在祂性情上的彰顯。召會外面的彰顯向著人該是義，裏面的彰顯向著神該是聖。
（參弗四 24。）我們必須先有外面義的彰顯，纔能有裏面聖的彰顯。（見賽五
16 註 2 與羅六 19 註 1。）』。 

2.由聖所所豫表的聖別： 
在利未記十六章三十三節中稱聖所為『聖別的聖所』，由此可以清楚的見證聖所
豫表聖別，而在聖所中的陳設餅、燈臺都是基督聖別的豫表，以下二處註解可以
說明，出埃及記二十五章三十節第二註第二段：『陳設餅在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
是至聖的，（利二四 7，9，）表徵信徒對基督享受的富餘，獻給神作祂的食物，
使祂得著滿足。神使所獻的一些餅分出來，帶到聖所裏，擺列並陳設在桌子上，
作事奉之祭司的食物。』，出埃及記二十五章三十一節第二註第二段：『燈臺表徵
具體化身並彰顯出來的三一神。燈臺純金的本質，（31，）表徵父神的神聖性
情；……』 

3.由至聖所所豫表的榮耀： 
出埃及記四十章三十四節第二註：『榮光即榮耀，乃神的彰顯，是神自己彰顯出
來。遮蓋會幕的雲彩，乃是神榮耀的外面部分，外面的遮蓋。那些聚集在會幕四
圍的人能看見雲彩，而至終進到帳幕裏面至聖所的大祭司，（利十六 15，來九 7，）
能看見帳幕裏的榮耀。這指明我們在召會生活的經歷中，需要往前，進入帳幕—
基督作為神的具體化身—以享受桌子上的餅，並在香壇代求，使我們可以經歷神
居所中的榮耀。（參約一 14 註 2 三段。）』，不論外在的彰顯，或是內在的經歷，
都說出至聖所豫表神的榮耀。 
 

四、在以西結書中二方面的豫表 
這段我們將以西結的豫表分為二部分，一是虹的部分，一是神寶座顯出的樣式，
當然這二者的豫表是一致的； 

1.圍著神寶座的虹的顏色 
以西結書一章二十八節上半：『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樣子怎樣，周圍光輝的樣
子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耀的樣式顯出來的樣子。……』，本節主要說出虹
的三種基本顏色的豫表，就是豫表神的公義、聖別、榮耀，如下註解說明，以西
結書一章二十八節第一註第二段：『虹可視為由紅、黃、藍三種主色組合而產生
的。紅是火的顏色，指神的聖別；黃是金銀合金的顏色，表徵神的榮耀；藍是藍
寶石之寶座的顏色，表徵神的公義。神的公義、聖別和榮耀，是三種神聖的屬性，
使罪人不能靠近神。（見創三 24 註 1。）但是基督來死在十字架上，滿足了神公
義、聖別和榮耀的要求，並且復活了；祂如今就是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榮耀。（林
前一 30。）因著我們信徒現今在基督裏，在神眼中我們就有基督作公義、聖別、
和榮耀顯出來的樣子。這就是虹的樣子，見證神是信實的，祂寬免並拯救我們這
些墮落的人，使我們脫離祂對罪人的審判。新耶路撒冷城的根基好像彩虹的樣
子，（啟二一 19～20，）在其中，我們這些得救之人的集大成，要成為一道虹，
返照神公義、聖別和榮耀的光輝，永遠見證我們的神是公義、信實的。（見啟二
一 19 註 1 二段。）正如本章所描繪的，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要總結為這一道
虹。那時，神永遠的計畫就得著完成。』 

2.神寶座的樣式和在寶座上的人 
以西結書一章二十六至二十七節：『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
像藍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我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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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腰以上，看來好像光耀的金銀合金，有彷彿火的樣子四面包圍；又見從祂腰以
下，有彷彿火的樣子。祂周圍都有光輝。』，這二節經文有三樣豫表，神寶座的
樣式像藍寶石豫表公義、四面包圍的火豫表聖別、金銀合金豫表榮耀。首先，說
明公義的一面，可以從詩篇八十九篇十四節中得著證實，詩篇八十九篇十四節：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真實，行在你面前。』，這裏說到公義
是神寶座的根基，詩篇八十九篇十四節第一註：『公義和公平是神的神聖性情兩
個主要的屬性，乃是神寶座的根基。這符合一個事實：在新耶路撒冷裏神寶座的
根基是純金的，而金表徵神公義和公平之屬性的性情。（啟二一 18 下，二二 1。）
見賽三二 1 註 2。』，以西結書一章十三節第一註說出聖別的火，以西結書一章
十三節第一註：『活物配搭的結果是他們成為燒著的火炭，有聖別的神作為烈火，
在他們中間並在他們裏面焚燒。（來十二 29，參出三 2 與註 2）不僅如此，他們
還成為燒著的火把，發光並照亮。（參啟四 5 下。）燒著的火炭和照亮的火把，
表徵聖別的火成為聖別的光。寶座上的主（26）和活物都顯出火的樣子，指明
活物是主的彰顯。』，接著金銀合金說出神的榮耀，如下註解；以西結書一章四
節第五註：『此乃照七十士希臘文譯本及通俗拉丁文譯本；有者譯作，發光的金
屬。『一種不知名的物質，有人認為是一種金與銀的混合物。』（Darby， 達祕。）
金表徵神的性情，銀表徵救贖。金銀合金是由金和銀的元素所組成，表徵羔羊神，
就是救贖的神。（見啟二二 1 註 5。）從火中顯出來那光耀的金銀合金，指明神
聖之火的焚燒乃是為著金銀合金的顯耀。』 

3.『虹』屬靈的實際應當顯於今天的召會 
『這道虹屬靈的實際應當顯於今天的召會；我們需要給神完全的機會，使這聖別
的火在我們裏面作工，而讓神以祂公義的同在充滿我們，好叫祂藉著我們配搭為
團體的基督，使祂的榮耀得著輝煌的彰顯』，綱要第貳大點第二中點第二小點
[1]，說出其屬靈的實際。 
 

五、在福音書中的基督 
『基督的死是為著神的公義，基督的復活是為著神的聖別，而基督的升天是為著 
神的榮耀；當基督回來時，祂聖徒的得榮就要得著終極完成。』，這是綱要中第
叁大點第二中點[1]的內容，直接且清楚的說出基督親自來為我們滿足神的公
義、聖別和榮耀。 
 

六、新約執事的生活與事奉 
『新約執事的生活與事奉，乃是走義路，承認我們沒有任何資格作神的僕人，我
們是一個在肉體裏的人，除了死與埋葬以外，一無用處，借此活出並真正彰顯基
督』，這是在綱要的第叁大點第三中點第三小點[1]，走義路是新約執事的特色，
證明新約執事活出神公義的一面，而其中施浸者約翰是很好的榜樣，馬太福音二
十一章三十二節：『因為約翰在義路中來到你們這裡，你們不信他，稅吏和娼妓
倒信他。你們看見了，後來還是不悔改去信他。』，施浸者約翰為人施浸，使人
悔改並否認己且轉向公義的神。 
『新約執事的生活與事奉，乃是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行動，並在靈的新樣裏服 
事，作神福音勤奮的祭司，將得救的罪人呈獻給神，作為可蒙悅納、在聖靈裏得
聖別的供物』，這是在綱要的第叁大點第四中點第三小點[1]，因著新約執事過聖
別的的生活，所以他所服事出來的果子也是聖別的（聖別的供物），羅馬書十五
章十六節：『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神福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
的外邦人，在聖靈裡得以聖別，可蒙悅納。』，新約福音的祭司所服事出來的人，
必定與他的聖別生活一樣，將其呈獻給神，作為可蒙悅納、在聖靈裏得聖別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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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新約執事的生活與事奉，乃是一切都為神的榮耀而行，使基督被高舉』，這是
在綱要的第叁大點第五中點第三小點[1]，哥林多前書十章三十一節：『所以你們
或喫、或喝、或作甚麼事，一切都要為榮耀神而行。』，新約執事至終要達到榮
耀，所以他的生活一切都是為榮耀神而行。 
 

七、在歌林多前書中神的智慧 
哥林多前書一章三十節：『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裡，是出於神，這基督成了從神
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以下註解有清楚的說明，哥林多前書一
章三十節第二註：『基督成了從神給我們的智慧，作為在神救恩裡三件重要的事
物：(一)公義，為著我們的已往，藉此我們已經得神稱義，使我們能在靈裡重生，
得著神的生命；（羅五 18）(二)聖別，為著我們的現在，藉此我們在魂裡漸漸被
聖別，也就是在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裡，因祂神聖的生命漸漸被變化；（羅
六 19，22）(三)救贖，為著我們的將來，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羅八 23）藉此
我們的身體要因祂神聖的生命改變形狀，有祂榮耀的樣式。（腓三 21）我們能有
分於這樣完整且完全的救恩，使我們的全人─靈、魂、體─在生機上與基督成為
一，並使基督成為我們的一切，這全是出於神，不是出於我們自己，使我們可以
在祂裡面，而不在自己裡面，誇口並誇耀。』，基督成了從神給我們的智慧，使
我們的過去接受公義的神，現在享受聖別、變化我們的神，將來可以承受榮耀的
神。 
 

八、在以弗所書中聖別、沒有瑕疵並榮耀的召會 
以弗所書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
會，為召會捨了自己，』『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祂好
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類的病，好使她成為聖別、
沒有瑕疵。』，基督為召會捨了自己是為神的公義，基督用祂聖別的話語洗滌潔
淨召會是為祂的聖別，至終那沒有斑點、沒有皺紋、沒有瑕疵的召會乃是神榮耀
的召會。 
 

九、在啟示錄中聖城之根基的豫表 
在永遠裏，我們作為新耶路撒冷（這城的根基顯出一道虹的樣子—啟二十一
19~20），將是一道虹，見證神是信實的，必要成就祂的新約，將我們作成公義、
聖別和榮耀，和祂一模一樣。（參考綱要第貳大點第五中點[1]），聖城新耶路撒
冷的根基像一道彩虹一樣，以下經文可得證實，啟示錄二十一章十九至二十節：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藍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綠寶石，』『第五是紅瑪瑙，第六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
水蒼玉，第九是黃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啟示
錄二十一章十九節第一註第二段：『表徵十二使徒的十二樣根基寶石，其顏色如
下：第一是綠色，第二和第三是藍色，第四是綠色，第五和第六是紅色，第七是
黃色，第八是藍綠色，第九是黃色，第十是蘋果綠色，第十一和第十二是紫色。
以上十二層根基的顏色，顯出一道彩虹的樣子，表徵城是建造在神守約的信實
上，並藉著神這信實得以穩固，（創九 8～17，）城的根基也是可信可靠的。』
根據以上經文註解和[5][6]二篇論文對這些寶石顏色的描述，可以得知它確實是
一道彩虹的顏色，而其中三種基本的顏色（藍、紅、黃）與以西結書的豫表相同，
分別表徵神的公義、聖別、榮耀。 
而這一切的終極完成就是新耶路撒冷，『三一神作生命的分賜，乃是根據祂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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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藉著祂的聖別，而達到祂的榮耀；這是為使我們成為新耶路撒冷，有基督作
我們公義的穩固根基，作我們聖別的純淨構成成分，並作我們榮耀的輝煌彰顯』
（參考綱要第叁大點第六中點[1]）。 
 

十、在新天新地之新耶路撒冷終極完成 
彼得後書三章十三節：『但我們照祂的應許，期待新天新地，有義居住在其中。』，
這說出新天新地有義居住在其中，並且滿了神的公義，啟示錄二十一章十節：『我
在靈裡，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神那裡從天而降的聖城耶路撒冷指給
我看。』，聖城說出整座城都是聖的，滿了神的聖別，啟示錄二十一章十一節：『城
中有神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城中有神
的榮耀，說出至終新天新地新耶路撒冷滿了神的榮耀。 
 

十一、本段結語 
啟示錄二十二章十四節第四註：『神造人之後，將人擺在生命樹前，（創二 8～9）
這指明人有特權享用這樹；但因人墮落了，神就用祂的榮耀、聖別和公義，封鎖
了人通往生命樹的路。（創三 24）藉著基督那滿足神一切榮耀、聖別、公義之要
求的救贖，通往生命樹的路就重新向信徒開啟。（來十 19～20）因此凡用基督救
贖的血洗淨自己袍子的人，在永世裡都有權利在聖城，就是在神的樂園中，享受
生命樹作他們永遠的分。（二 7）』，這註解說出全篇信息我們所得著的，所以今
日我們就需要好好的來享受這位公義、聖別和榮耀的神。 
 

叁、引用經文之表格整理 
表一、聖經中公義、聖別並榮耀的神之整理 

 公義 聖別 榮耀 
創世紀 劍 火焰 基路伯 

羅馬書 顯示神的義 以至於聖別 又叫他們得榮耀 
出埃及記中的帳
幕 

外院子 聖所 至聖所 

以西結書中的虹 藍色 紅色 黃色 
以西結書中的寶
座 

寶座 火 金銀合金 

福音書中的基督 釘死 復活 升天 
新約執事的生活
與事奉 

走義路 得聖別的供物 一切為神的榮耀
而行 

哥林多前書中神
的智慧 

為著我們的已往 為著我們的現在 為著我們的將來 

以弗所書中榮耀
的召會 

為召會捨了自己 好聖化召會 作榮耀的召會 

啟示錄中聖城的
根基 

藍寶石 紅寶石 黃玉 

新天新地的終極
完成 

有義居住在其中 聖城 城中有神的榮耀 

 
肆、結語 

我們實在感謝神為我們所作的一切，也叫我們更摸著神的愛，因為只有這樣一位
愛我們的神才願意將祂的公義、聖別和榮耀分賜給我們，如今我們在召會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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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受的正是這樣一位公義、聖別和榮耀的神，而召會唯一的彰顯應該也是一個
公義、聖別和榮耀的召會，至終我們都在新耶路撒冷裏，一同彰顯出這位公義、
聖別和榮耀的神[7]，願主祝福我們，阿們。 
 

伍、參考文獻 
[1]水流職事站，『二○○九冬季訓練－羅馬書中神的福音結晶讀經－綱要附經
文』第八篇，台灣福音書房 2009 年 12 月 
[2]台灣福音書房編輯部，『晨興聖言－羅馬書中神的福音結晶讀經』第八篇，
pp.38，台灣福音書房 2009 年 12 月 
[3]李常受，『新約聖經恢復本第十版』，台灣福音書房 1999 年 
[4]李常受，『舊約聖經恢復本初版』，台灣福音書房 2005 年 
[5]郭志成、黃崧任，『新耶路撒冷城十二根基裝飾寶石探索』，2008 聖經、科學
與教育國際研討會，2008 年 
[6]郭志成、劉唯玉，『聖經中寶石的意義與應用－以大祭司胸牌上十二寶石為
例』，2006 聖經、科學與通識教育國際研討會，2006 年 
[7]台灣福音書房編輯部，『晨興聖言－羅馬書中神的福音結晶讀經』第八篇，
pp.43，台灣福音書房 2009 年 12 月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