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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在以西结一
章四节，从北方
刮来的暴风是
神能力之灵的
表号，图画：
结一 4 我观
看，见暴风从北
方刮来，有一朵
大云，有火不断
地闪烁，周围有
光辉；从其中，
就是从火中所
发出的，看来好
像光耀的金银
合金。

Ⅱ．以西结一章
四节里的云是
神遮盖祂百姓
的表号：

Ⅲ．按照以西结
一章四节，风带
进云，而云里有
火：

正常基督徒属灵的历史—风、云、火、金银合金

以西结书结晶读经（一）＃2

Ａ．暴风从北方刮来，指明大能的灵从神而来：诗七五 １．在北方的神总是在上面；按属灵说，当我们往北方去，就是上到神那里去。
6 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7 唯有神断 ２．暴风从北方刮来，意思是它从神而来；这启示神的居所是一切属灵事物的源头。
定：祂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
Ｂ．在以西结一章四节，风表 １．约翰二十章那灵的吹气是为着生命，行传二章那灵的吹风是为着神的行动。
征圣灵吹在我们身上，眷顾我 徒二 2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
们，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 着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
２．那灵素质的一面是为着生活，由气所象征；那灵经纶的一面是为着职事，由刮过的暴风所象征。
１．神的眷临开始于神的风吹在我们这人身上。
２．那灵作为吹动的风，把神带给我们，使我们重生。
３．在我们属灵生命每次 ａ．这暴风就是神自己吹在我们身上，将暴风带进我们的生活、召会和工作里，使我们不
转弯时，从北方刮来的暴 满意，而关心我们属灵的情形，并使我们在属灵生活上有转弯。
Ｃ．我们属灵的经历总是开始 风都吹在我们身上：
ｂ．当风吹在我们身上，我们对自己属灵的光景就无法满意；反而，我们感觉不安，而关
于属灵的暴风：
心自己的情形。
４．照着召会的历史看，历代神的灵像大风一样吹动，使人为罪悔改，相信主耶稣而得重生，舍弃世界跟随主，并
且心里迫切、灵里焚烧来事奉主。
５．每次的暴风都值得回忆；每次的暴风都成了喜乐的回忆；每当神眷临我们，复兴我们，祂的灵就像一阵大风吹
在我们身上。
Ａ．云在这里表征神作为那灵与祂的百姓同住，遮盖他们，为要照顾他们，向他们施恩；圣灵临到我们并摸着我们的时候，就像风一样；圣灵停留
在我们这里、覆庇我们的时候，就像云一样。
Ｂ．风的吹动将神的同在，以属天、覆罩、覆庇之云的形态带给我们。出十三 21 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日间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
Ｃ．云一点不差就是覆罩的神；神作为风临到，但祂作为云停留。
Ｄ．我们可能感觉神的恩典和荣耀在我们身上，像天篷一样遮盖我们。
Ｅ．因着神作为云停留，祂就遮盖、覆庇并覆罩我们，使我们享受祂的同在；这样，祂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出属祂的东西。
Ｆ．云也表征神对祂百姓的照顾，并祂向着他们的恩宠；在祂恩典的眷顾里，神临到我们像云一样，照顾我们，向我们施恩；神吹在我们身上之后，
我们就觉得祂在覆庇并眷顾我们；我们能觉得祂的同在和祂的眷顾。箴十六 15 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宠好像春雨的云。
Ｇ．风同着云，指明神与祂子民之间有重大的属灵事故即将发生。
Ａ．以西结所看见的火，表征神焚烧、圣别的能力。申四 24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Ｂ．云中有火，意思是我们被那灵覆荫时，就蒙祂光照。
Ｃ．在以西结一章四节，火象征神行动里炼净、纯净、圣别并推动的焚烧能力；每当神来眷顾我们，祂圣别的火就来烧毁我们里面一切与祂圣别性
情、性质不配的事物。
Ｄ．圣灵的火越在我们里面焚 １．这火将烧去神以外的一切，因为 ａ．这火不但烧毁我们的骄傲、邪恶和恨，也烧毁我们天然的谦卑、仁慈和
烧，
我们就越被炼净、蒙光照； 唯有神能通过这个焚烧；我们都需要 爱。

只有合于神的圣别的，才经得 被焚烧而变化：
ｂ．圣别的火不但焚烧我们的弱点，也焚烧我们的强处，包括在我们里面，
起祂圣别的火；凡与神的圣别
我们和别人所称羡并宝贵的一切。
不合的，都必须烧去：
ｃ．在这圣别之火的焚烧之下，我们的“我”会垮台、熔化。
２．我们在祂的照耀之下时，该承认我们需要祂的焚烧，然后祷告，求祂烧去我们的己、老旧的性情、个性、世俗，
以及我们的态度、目标、目的、动机和存心。
３．我们经历烈火的焚烧，神自己就显在我们身上。
１．我们的神不仅仅是金所表征的圣者，祂也是银所表征的救赎的神。
２．按照启示 ａ．一个宝座既为着神，也为着羔羊；这指明神和羔羊乃是一 —祂是羔羊神，是救赎的神，是神那救赎者。
Ａ．金银合
录，在宝座上的 ｂ．是光的神在那是灯的羔羊 （1）若没有羔羊作灯，神照耀在我们身上就会“杀死”我们。
金中，金表
一位不只是神， 里：启二一 23 那城内不需要日 （2）作为灯的羔羊，以十分可爱、可接近的方式彰显作为光的神。
征神的性
也不只是羔羊， 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情，银表征
（3）因着神圣的光借着救赎主照耀出来，光就变得十分可爱，我们甚至在这光中生
乃是羔羊神，救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Ⅳ．风的吹动、 救赎：
活行动。
赎的神：
云的遮盖和火
３．作为金银合金，主耶稣是那位救赎了我们，并作了我们一切的。
的焚烧，结果是
Ｂ．属灵的事故只要与吹动的 １．金银合金从火中显出来；这指明火的焚烧乃是为着金银合金的显耀。
光耀的金银合
风、遮盖的云和炼净的火有 ２．我们经历了风、云、火之后，唯一存留的就是光耀的金银合金，救赎的神。
金—救赎之神 关，其结果总是救赎之神的辉
３．我们越经过神的风、云、火，主就越尊贵、荣耀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觉得唯有祂是宝贵、可爱、明亮并威
的辉煌彰显： 煌彰显：
严的。
Ｃ．由光耀的金银合金所表征的那一位— １．对风、云和火的经历，使我们有可能得着祂这位救赎的神，在我们里面作光耀的金银合金。
羔羊神，住在我们里面，是无价的宝贝： ２．作为在我们里面的金银合金，主是价值无比的宝贝—美妙、奇妙、宝贵并荣耀的宝贝。
Ｄ．我们越经历吹动的风、遮盖的云和炼净的火，就越有金银合金构成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祂荣耀的人。
弗三 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19 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21 愿在召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与祂，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阿们。
Ⅴ．每个基督徒属灵的历史 Ａ．每次我们蒙主恩典，都与祂发生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属灵事故。
都该是风、云、火、金银合 Ｂ．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属灵的经历该是风、云、火、金银合金这一个持续不断的循环；每次这个循环重复，就越有金银
金的故事：
合金构成在我们里面并产生出来，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祂荣耀的人。
Ⅵ．当我们经历吹动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的金 Ａ．我们在个人的属灵经历中若有风、云、火和金银合金，那么每当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将是金银合金
银合金，我们就成为神荣耀的异象：结一 1 ……诸天开了， 的异象，有照耀、光耀的贵重宝贝在我们里面。
我就看见神的异象。28 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样子怎样，…… Ｂ．
「凡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经历、享受和看见，也就是我们对三一神的经历、享受和看见。祂被启示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样式显出来的样子……。启二一 10 我 到这么非凡的地步，我们也必须经历并享受祂到这样的地步。然后，我们的享受就成为祂的见证，这活
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的见证就是耶稣基督现今的启示。首先祂被启示出来，然后我们享受祂，并成为祂的见证，最终我们的
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11: 城中有神的荣耀……。
见证成为祂现今的启示」
。

经历：①神的眷临总是开始于神的风吹在我们这人身上。……〔也许这属灵的暴
风〕使你思想人生的意义，……问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们都需

的云后，会感觉到在你里面焚烧的火。这火光照，暴露，烧尽你的态度，目标，
动机和目的。18 到 25 岁之前，你不是要做什么，而是你需要有怎样的动机去做，

要经历主的同在像覆罩、覆庇的云一样。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道理和教训。我们
不需要来到圣经跟前寻求更多的知识，却需要寻求主自己。我们来到圣经跟前时
该祷告：
“主，我需要风和云。主，像暴风一样从北方吹在我身上，并且用覆庇的
云遮盖我。求你像风一样临到我，并且像云一样与我同在。
”
。
学校生活（中高生）篇：一成为高中生，人就会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里面就会
有很多疑问，自己是为什么而活？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往哪
里去?这个时候请你操练灵，到主的面前这样祷告: 「主耶稣，我不知道我为了什

会使你的内心深处被主摸着。例如，当你看到跟你同年龄的其他弟兄姊妹作见证
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大声的说阿们，而你见证的时候阿们的声音很小，你就被绊
跌了，你参加聚会的意愿也薄弱了。这时，因为不想参加聚会，就会开始想各种
各样看似正当的理由。这是你里面的不纯洁。这个不纯会带来各种各样罪。你一
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对付内心深处的不纯。不然，你将无法深深地扎根于基督里。
你所做的一切事只是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度。在学生时代你内心深处的堕落的动机
目的被暴露，被烧尽的经历对你将来的成长是必需的。阿们！

么会在这里，我有什么功用。主耶稣，求你来告诉我。
」 你如果这样祷告，神就
会作为暴风临到你。这个暴风会把你将圣经的真理仅仅当作教训，与自己的日常
生活无关的陈旧知识吹去。或者会暴露并吹去你看到外邦人朋友外面看起来很开
心而感到羡慕，认为在信仰里的召会生活与现实生活脱离没有什么帮助的思想。
中高中生的你会有这样的经历。通过祷告而来的神的暴风，实际上是神爱你，要
将你带回到有永远价值的神的话，真理，为了大大的祝福你的将来。哈利路亚！

③ 你越追求主，你就越领悟，圣别的火不但焚烧你的弱点，也焚烧你的强处，包
括你天然的良善，天然的美德，以及那在你里面，你和别人所称赞、宝贵并看重
的一切。你也许像奥古斯丁一样，至终觉得连你的认罪和悔改的眼泪，都需要主
的洁净。
风的动、云的遮盖和火的焚烧，结果是金银合金辉煌的显耀。我们经历烈火的焚
烧，神自己就显在我们身上。我们越经过神的风、云、火，主就越尊贵、荣耀地

彼前一:22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就当从
清洁的心里彼此热切相爱；23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
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而常存的话。 24 因为“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草，他一
切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25 惟有主的话永远长存。
” 所传
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话。
②我们属灵的经历总是开始于属灵的暴风。照着召会的历史看，历代神的灵像大
风一样吹动，感动人为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叫人得着重生，舍弃世界来跟随主，

显在我们身上。祂这样得彰显，我们就觉得唯有祂是宝贵、可爱、明亮、威严并
荣耀的。我们好像在变化山上的门徒一样，
“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太十七 8）
。
唯一可见的，唯一在场的，乃是可爱、宝贵、荣耀的主耶稣。那时我们不能作什
么，只能在祂面前俯伏，敬拜祂，高举祂，加冠与祂，并将一切倾倒给祂。这样，
我们就得着主，主也得着我们。
在职生活篇： 你属灵的经历就是风，云，火，合金。合金是作为无价之宝内住的
基督。这种经历应该是不断循环的。每次这种循环一反复时，就会有更多的合金

并且心里迫切，灵里焚烧来事奉主。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么？……你若从来没有
这样的经历，你就需要仰望主，祷告叫祂的风从北方吹在你身上。
火的源头是吹动的风同遮盖的云。由此我们看见，火不是直接临到我们。神作吹
动的风临到我们，并作遮盖的云与我们同在。在祂的遮盖之下，我们被祂的照耀
暴露。我们在祂的照耀之下时，该承认我们需要祂的焚烧，然后祷告，求祂烧去
我们的己，我们老旧的性情，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世俗，以及我们的态度、目标、
目的、动机和存心。我们都需要这样被主焚烧。一次这样的焚烧，胜过千篇的教

被构成到你里面被产生出，你就被三一神充满，成为彰显神荣耀的人。在职生活
中，通过临到你的苦难，剧变的环境，主正在向你送来风，云，火。你越正确地
经历风，云，火，你里面的合金，荣耀的基督就越加多。这样，不管外面的环境
多么艰难，一定会为你预备出路。这样，你也会成为一个大大地彰显基督的人。
哈利路亚！
林后四 7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
我们；8 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困住；出路绝了，却非绝无出路；10 身体上常带

训。
学校生活（大学生・大学院生）篇：大学生，大学院生的你在经历了暴风和覆庇

着耶稣的治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補280
その霊の豊満 ― 風

補 143
_2_There's a hov'ring cloud a-following the wind,
圣灵的丰满─风
Covering us! Covering us!
_一_看哪，暴风刮自北方，力无穷；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e cloud does
来吹动！来吹动！是神眷临，使人翻转得复兴；
１ ぼう風きたから吹いている、かぜよ、吹けや！
bring,
来吹动！来吹动！
このかぜ、かみをもたらす、かぜよ、吹けや！
Covering us! Covering us!
来吹动！圣灵强风吹动，使我悔改得生命！
吹けや、はげしいかぜ、吹けや、いのちへ！
Covering us, God's overshadowing cloud —
来吹动！恩典大风吹动，使我主里得复兴！
吹けや、めぐみのかぜ、吹けや、かみへと！
God has come to stay with us.
Covering us, the gracious cloud of God —
_二_看哪，还有一朵大云随风到；
２ かぜのあとにくもがあり、われら、おおう！
Strength and comfort glorious!
来覆罩！来覆罩！主同在如云满足所有需要；
かみの臨ざいをもたらし、われら、おおう！
来覆罩！来覆罩！
おおう、かみのくもは、かみはとどまる。
_3_With the cloud continually a fire does flash
来覆罩！神来与人相交，覆庇、加力又照料！
おおう、めぐみのくも、ちから、なぐさめ。
Burning us! Burning us!
来覆罩！神恩如云围绕，带来安慰和荣耀！
It exposes sin, the soul life, and the flesh,
３ くもとともに火きらめく、われら、燃やせ！
Burning us! Burning us!
_三_云中又有烈火不断的闪烁；
つみ、たましい、にくばく露す、われら、燃やせ！
Let it burn! The jealous flame of God;
来焚烧！来焚烧！罪、肉体、魂生命再无处可躲；
燃やせ！かみのほのお、絶えず燃やせや！
Let it burn continually!
来焚烧！来焚烧！
燃やせ！このほのおで、かん全に燃やせ！
Let it burn! This all-consuming flame;
来焚烧！神圣嫉妒烈火，烧遍全人每角落！
Let it burn us thoroughly!
来焚烧！神外一切尽脱，天然、旧造都灭没！
４ 火からこはくきんが出て、ひかりはなつ！
あがなうかみ、わがけい験、ひかりはなつ！
_4_Then from out the fire does the electrum glow,
_四_火中发出金银合金显光耀；在显耀！在显耀！
照らす！金ぎんのかみ、照らし、見せませ！
Shining forth! Shining forth!
救赎之神经历宝贵又高超；
小ひつじ・かみはいま、われらのきょう受。
The redeeming God does our experience
在显耀！在显耀！
show,
在显耀！我们今已尝到羔羊神丰美味道！
５ かぜ、くも、火、こはくきんはつくり込まれ、
Shining forth! Shining forth!
在显耀！救赎之神荣耀，彰显于人，何奇妙！
つくり込まれる循かんは絶えずつづく。
Let Him shine! This gold and silver One;
吹き、覆い、燃やし、照り、われを所有せよ。
Let Him shine for all to see!
_五_风、云、火、金的经历将人点活；
なれを絶えず享受し、なれ表げんする。
'Tis the Lamb-God who has now become
多又多！多又多！愿这循环将我重构永不辍；
Our enjoyment inwardly.
多又多！多又多！
#1200
风吹到！云覆罩！火焚烧！金银合金显荣耀！
Experience of Christ - Trusting Him
_5_Let the wind, cloud, fire and th' electrum be
愿与主如此全然相调，使主荣形得显照！
1 There's a stormy wind a-blowing from the north;
Wrought in us, o'er and o'er;
Let it blow! Let it blow!
Let this cycle be repeated constantly
God as our exp'rience will the wind bring forth;
More and more, more and more!
Let it blow! Let it blow!
Blow and hover, burn and shine forth, Lord,
Let it blow! The rushing mighty wind;
All our being to possess,
Let it blow us into life!
That we all may gain Thee constantly
Let it blow! The gracious wind of God;
All Thy likeness to express.
Let it blow us into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