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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一、三月 4日下午 1：30-4：30，教会在会所举办了

一个姊妹特别聚会。在分组讨论，集中讨论之后，由

沈弟兄总结交通。感谢主对已过六周训练交通的祝福。

姊妹们很有摸着，满得供应。 

二、国殇节国际特会定于 5月 26日-29 日位于 198 

Central Avenue, White Plains, NY 10606 的

Westchester County Center 举行。会议中心的

parking fee 是$10 一天。 

旅馆有如下选项 (use living stream ministry 

discount)： 

Crowne Plaza White Plains Hotel: Group Rate 

$129/night+ tax, discounted parking $10 per day. 

Call 914-682-0050 or 800-752-4672 for 

reservation. Enter SM7 as group code for online 

reservation @ www.cpwestchester.com. 

 

Westchester Marriott Hotel: Group Rate 

$129/night + tax, self parking is free. Call 

800-228-9290 or 914-631-2200 for reservation. 

 

Renaissance Westchester Hotel: Group Rate 

$129/night + tax, self parking is free. Call 

800-891-2696 or 914-694-5400 for reservation.   

 

召会追求进度  

一、晨兴圣言：第二篇 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

—风、云、火、金银合金 

二、现场听抄：

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920 

三、生命读经：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三篇、第四篇 

四、职事书报：召会生活中事奉的基本原则 第二

章   

五、新约读经：启示录第三章、第四章 

六、旧约读经：但以理书第二章 

七、背诵圣经：歌罗西书四章 15-18 节 

 

以西结书结晶读经 

第二篇 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风、云、火、金银合

金 

 

以西結一章四節帶給我們本篇信息的篇題。本篇說到

正常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風、雲、火、金銀合金。每

早晨我們起牀時，需要向主禱告，讓祂的靈像風一樣 

 

吹到我們，讓祂的靈像雲一樣覆罩我們，並使我們經

歷祂焚燒的火，燒盡我們一切的不潔，好將金銀合金

更多的構成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爲這位救贖之神的

輝煌彰顯。這必須成爲我們正常的經歷。這就是正常

基督徒屬靈的歷史，也是正常基督徒的召會生活。我

們研讀以西結書，需要看見這卷書裏的圖畫那內在、

屬靈的意義。我們需要在整本聖經的光中，並我們屬

靈經歷的光中來看這卷書。 

 

在以西結一章四節，從北方刮來的暴風是神能力之靈

的表號，圖畫（徒二 2、4上）。在我們屬靈生命每次

轉彎時，從北方刮來的暴風都吹在我們身上。我們一 

經歷了聖靈的風，就使我們有屬靈的轉彎。我們在這

裏要看見特別的一點，就是神的靈作爲吹動的風，將

神聖的生命吹到我們裏面，使我們爲罪悔改，引我們

重生。沒有那靈的風吹到我們身上，我們就不可能悔

改、重生。我們屬靈的經歷總是開始於屬靈的暴風。

我們該爲此讚美主。這就是從北方刮來的暴風，沒有

人能抵擋這樣的暴風。當風吹在我們身上，我們對自

己屬靈的光景就無法滿意；反而，我們感覺不安，而

關心自己的情形。在啓示錄三章十六至十七節，主責

備老底嘉說，“你既如溫水，也不熱也不冷，我就要

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爲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

了 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

窮、瞎眼、赤身的。”不冷不熱，自以爲富足，一樣

都不缺，這乃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況，我們千萬不要

落入這樣的光景中。照着召會的歷史看，歷代神的靈

像大風一樣吹動，使人爲罪悔改，相信主耶穌而得重

生，捨棄世界跟隨主，並且心裏迫切、靈裏焚燒來事

奉主。在以西結書生 命讀經第三篇，說到一些見證，

讓我們看見神的靈如何像暴風吹到人身上，使人悔改，

得重生，甚至捨棄世界跟隨主，心裏迫切、靈裏焚燒

來事奉主。所以我們不要不冷不熱，而要禱告，求主

拯救我們脫離不冷不熱,有一個新鮮的轉變。 

 

以西結一章四節裏的雲是神遮蓋祂百姓的表號。雲在

這裏表徵神作爲那靈與祂的百姓同住，遮蓋他們，爲

要照顧他們，向他們施恩；聖靈臨到我們並摸着我們

的時候，就像風一樣；聖靈停留在我們這裏、覆庇我

們的時候，就像雲一樣。風的吹動將神的同在，以屬

天、覆罩、覆庇之雲的形態帶給我們。雲一點不差就

是覆罩的神；神作爲風臨到，但祂作爲雲停留（參創

一 2，申三二 10~13）。創世記一章二節說，“神的靈

覆罩在水面上。”這是爲着產生生命。申命記三十二 

 



 

 

章十至十一節說，“耶和華在曠野之地，……如鷹攪

動巢窩，在雛鷹以上盤旋，展翅接取雛鷹，背在兩翼

之上。”“盤旋”也就是“覆罩”，這也是爲了帶進

生命。我們可能感覺神的恩典和榮耀在我們身上，像

天篷一樣遮蓋我們（林後十二 9，賽四 5~6）。雲也表

徵神對祂百姓的照顧，並祂向着他們的恩寵；在祂恩

典的眷顧裏，神臨到我們像雲一樣，照顧我們，向我

們施恩；神吹在我們身上之後，我們就覺得祂在覆庇

並眷顧我們；我們能覺得祂的同在和祂的眷顧（箴十

六 15）。箴言十六章十五節說，“王的臉光使人有生

命，王的恩寵好像春雨的雲。”這裏的王就是主； 王

的臉光就是王的笑臉，而王的恩寵好像春雨的雲。 

 

按照以西結一章四節，風帶進雲，而云裏有火。這是

正常基督徒屬靈的歷史。我們不只爲罪悔改，信主而

得重生，我們在每日的基督徒生活中也需要不斷重複

這個循環。以西結所看見的火，表徵神焚燒、聖別的

能力（申四 24，來十二 29）。申命記四章二十四節和

希伯來十二章二十九節都告訴我們，神乃是烈火。在

以西結一章四節，火象徵神行動裏煉淨、純淨、聖別

並推動的焚燒能力；每當神來眷顧我們，祂聖別的火

就來燒燬我們裏面一切與祂聖別性情、性質不配的事

物。因此，在我們裏面這焚燒的能力，將我們煉淨、

純淨、聖別，並推動我們進入神的行動。聖靈的火越

在我們裏面焚燒，我們就越被煉淨、蒙光照；只有合

於神的聖別的，才經得起祂聖別的火；凡與神的聖別

不合的，都必須燒去（來十二 29）。我們需要禱告：

“主，焚燒我，求你藉着焚燒來變化我。”啓示錄二

十一章十八至二十一節給我們看見純金、寶石和珍珠；

唯有這些能耐得住神焚燒、煉淨的火。金錶徵父神的

神聖性情，珍珠表徵子神重生的工作，寶石表徵靈神

變化的工作。我們不要任何木、草、禾秸（林前三

12），就是墮落屬肉體的人天然的性情，以及未被聖

靈變化的工作與生活；這些都需要被焚燒。我們只要

金、珍珠和寶石。 

 

風的吹動、雲的遮蓋和火的焚燒，結果是光耀的金銀

合金—救贖之神的輝煌彰顯（結一 4）。我們的神不僅

僅是金所表徵的聖者，祂也是銀所表徵的救贖的神

（參啓四 3）。按照啓示錄四章三節，坐在寶座上的顯

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碧玉是 深綠色，表徵

神在祂豐富生命裏可傳輸的榮耀。紅寶石是紅色，表

徵神是救贖的神。所以，坐在寶座上的，乃是施行法

理救贖和生機拯救的神。按照啓示錄，在寶座上的一

位不只是神，也不只是羔羊，乃是羔羊神，救贖的神

（二二 1）。是光的神在那是燈的羔羊裏（二一 23）。

若沒有羔羊作燈，神照耀在我們身上就會“殺死”我

們（提前六 16，詩一〇四 1~2 上，約壹一 5）。作爲 

燈的 羔羊，以十分可愛、可接近的方式彰顯作爲光的

神。因着神聖的光藉着救贖主照耀出來，光就變得十

分可愛，我們甚至在這光中生活行動（7）。作爲金銀

合金，主耶穌是那位救贖了我們，並作了我們一切的

（西一 14，二 9~10，三 4、11下）。歌羅西二章九至

十節說，“因爲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地局住

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滿。”這裏的意

思是我們被神聖的豐富所充滿；祂救贖了我們，成了

我們的一切。所以在新人裏，沒有受割禮 的和未受割

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爲奴的、自主的，唯有基

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三 11）。基督乃是我們的

一切。屬靈的事故只要與吹動的風、遮蓋的雲和煉淨

的火有關，其結果總是救贖之神的輝煌彰顯（結一 4）。 

這就是照耀的金銀合金，救贖之神的輝煌彰顯。 

 

我們經歷了風、雲、火之後，唯一存留的就是光耀的

金銀合金，救贖的神。我們越經過神的風、雲、火，

主就越尊貴、榮耀的顯在我們身上；我們就覺得唯有

祂是寶貴、可愛、明亮並威嚴的（太十七 1~8，彼後一

16~17）。在馬太十七章，主領彼得、雅各和約翰上了

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祂的臉面發光如日頭，

衣服變白如光。有摩西和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

談話。彼得就對主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好；你

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帳棚，一座爲你，一座爲

摩西，一座爲以利亞。” 他還說話的時候，看哪，有

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看哪，又有聲音從雲彩裏

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

祂。”換句話說，基督是真正的摩西，就是生命的律；

祂也是真正的以 利亞，就是真正的膏油塗抹。八節說，

“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只見耶穌。”我們現在也應該

不見一人，只見耶穌。我們越經歷吹動的風、遮蓋的

雲和煉淨的火，就越有金銀合金構成在我們裏面，使

我們成爲滿了三一神並彰顯祂榮耀的人（弗三 16~21）。

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節說，父照着祂榮耀的豐富，

藉着祂的靈，用大能使我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我們心裏，使我們被充滿，成

爲神一切的豐滿。至終，在召會中榮耀歸與祂，直到

世世代代，永永遠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