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20-2.26
壹 我们经历神作吹动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的
金银合金，我们就成为四活物，一个彰显基督的团体实体。

四活物

以西结结晶读经（一）＃3

一 在圣经里，四这数字与神的创造有关，并且表征人是神的造物。

二 四这数字指明我们是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蒙救赎的人。
以西结 1: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出来的
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
三 四活物乃视为一组，算为一个实体。
6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一 借着风、云、火、金银合金的经历，我们原是死了的人，就被点活成为活物。
约翰 5:25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二 我们若继续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循环，我们就会在里面的人里成为活的，并充满活力。
1 里面的证明是我们重生的灵里生命的感觉。
a 第一个活动就是祷告。
帖撒罗尼迦前书 5:17 不住的祷告，
歌罗西书 4:2 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儆醒感恩，
耶利米哀歌 3:55 耶和华阿，我从极深的坑里呼求你的名。
贰 我们越经历风、
56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我的呼吁。
云、火、金银合金的
2 外面的证明是我们 ｂ．其他证明我们是活物的活动，包括读经、在聚会中尽功用、事奉神和传
循环，我们就越活： 三 我们能借着 从 事 好 些 属 灵 的 活 福音。
双重的证明知 动：
歌罗西书 3:16 当用各样的智慧，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用诗
道我们是活物：
章丶颂辞丶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
诗篇 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训辞，看重你的道路。
140 你的话极其精炼，为你的仆人所爱。
哥林多前书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
人得勉励。
3 每次我们碰着主这风、云、火、金银合金，我们里面的人就会活过来，我们就成为有活力的信徒
—活而有活动的人。
一 四活物有人的样式，宝座上的神也有人的样子，这指明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安排都与人有关。创世记 1:26 神
叁 四活物有人显出 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丶空中的鸟丶地上的牲畜丶和全地丶并地上
来的样子，
他们乃是 所爬的一切爬物。
在宝座上的那人团 二 我们对主的人性需要有适当的珍赏，并且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人，这是何等奇妙。
体的彰显：
三 事实上，圣经里只有四个人：首先的人、第二个人、新人和男孩子；我们原是第一个人；基督称为第二个人；我
们借着重生成了新人；现今我们期望成为男孩子。
以西结 1:26 在他们 四 召会所要彰显的基督，乃是在宝座上的那人。
头以上的穹苍之上， 五 完成神计划的是人；彰显神的是人；击败仇敌的是人；将神的国带到人类中间的也是人；神需要人。
有宝座的样式，
像蓝
1.活物是神彰显祂荣耀的凭借；他们若没有人的样子，神的荣耀就无从得彰显。
宝石的样子；
在宝座 六 在以西结一 2.活物是神在地上行动的凭借；神的行动在于他们。
的样式以上，
有一位 章，关于四活物
ａ．神的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管治地上的一切和以西结书里所记载的。
的样式好像人的样 有人的样子有三 3.活物是神在宝座上 ｂ．因着四活物有人的样子，才有神宝座的行政。
子。
件重要的事：
行政管理的凭借：
ｃ．人是神彰显的凭借，人是神行动的凭借，人也是神行政的凭借。

肆 四活物有四个
脸：
以西结 1:10 至于
脸的样式，四活物
前面各有人的脸，
右面 各有狮子的
脸，左面各有牛的
脸，后面各有鹰的
脸。

伍 四活物乃是基
督团体、四重的彰
显，团体地活出基
督的生命：

1．主耶稣的荣美彰显在祂的人性里。
2．主的救恩乃是要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
3．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正常、平常并有人性。歌罗西书3:4 基督是我们的[2]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
一 人的脸，指 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明活物活在正
确的人性，就是 10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
耶稣的人性里： 11 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4．我们必须不凭我们天然的人性，乃凭耶稣的人性作人；这就是有“耶稣的人性”
。
5.在书信里，使徒教导我们要作正确的人，特别是如何作正确的丈夫、妻子和父母。
1.在圣经里，狮子表征勇敢、活力、力量、得胜和作王掌权。
箴言 28:1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
二 狮子的脸： 2.我们向着罪、世界和撒但，若像狮子一样勇敢，神就能借着我们建立祂的王权。启示录 5:5 长老
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
开它的七印。
1.牛表征人甘愿劳苦作工，背负担子，并且牺牲自己—林。哥林多前书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
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
三 牛的脸：
神的恩与我同在。
2.我们都需要彰显那服事别人、背负责任以及牺牲自己性命的实际。
1.在圣经里，鹰表征大能、上升、超越的神。出埃及记 19: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
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2.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
a．我们有神圣、大能的性能，能在每一种
面；这生命乃是超越的，使我们有上升、超越的彰
属人的景况中都彰显神。
四．鹰的脸： 显：以赛亚书 40: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
力；他们必如鹰展[2]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b．为着神经纶的完成，我们是不能被毁灭、
不能被征服、不能被击败的。
行走却不疲乏。
3.我们需要像鹰一样，不让任何事物拘留我们、压制我们或压倒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该能胜过逼
迫，也能胜过称赞。
一 四活物与他们的四个脸表征一个配搭、团体的实体，就是团体的基督，作神在人中间团体的彰显。
哥林多前书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
二 四活物的四个脸相当于四福音：马太福音—基督是狮子，是神国的君王；马可福音—基督是牛，是神的仆人；路加福音—
基督是人，是人救主；约翰福音—基督是鹰，就是神。
三 四活物是团体的实体，完全的彰显基督，正如祂活在地上的时候一样。

经历①活物：我们怎样能证明我们不再是死的，乃成了活物？有
双重的证明，就是里面的证明和外面的证明。我们是活物，里面
的证明是：我们现今有生命的感觉或知觉。活人有感觉。……在
属灵上活的人，每当生活不荣耀神或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就会有
深切的感觉。倘若我们里面的感觉，里面生命的知觉是敏锐、深
切、新鲜的，这就证明我们里面是活的，所以我们是活物。第二
个证明是外在的，与我们的活动有关。死人是不活动的，但活人
是非常活跃的。……活的基督徒是活物，会从事好些活动；第一
个活动就是祷告。正如我们的肉身不呼吸就不能生存，照样，我
们在属灵上不祷告也不能生存。祷告是基督徒属灵的呼吸，这常
常是自然的。……其他证明我们是活物的活动，包括读经、在聚
会中尽功用、事奉神和传福音。
在职生活篇 1：在工作中，各种各样的消极的事发生的时候，队
伍·成员的心思往往变得消极。可是，作为基督徒的你，不管
在怎样的环境都要维持在主里的喜乐。主住在你里面，是你的
生命。因为主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不管环境如何，在你里面
分赐喜乐。消极的人困难发生的话会越来越弱，无法从消极的
状况里出来。带着喜乐，积极的往前吧。如果这样做的话，首
先你从自己的心情沉重的状态能出来，更加能帮助队伍·成员
从心情沉重里出来。你会根据主的引导，指示在队伍的出路，
能将风险降到最低。还有，为了维持在主里的喜乐。
，你应该每
天实行祷读主的的。越祷告，越读圣经，你里面的生命，平
安，喜乐的感觉会增加。哈利路亚！
②人的脸：我们经历主作风、云、火、金银合金，但这个经历
的结果是我们有人的脸。作为活物，我们不是天使，乃是非常
有人性的。事实上，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正常并有人性。我
们越有基督作我们的生命（西三 4）
，我们就越有人的脸。在书
信里，使徒教导我们要作正确的人，特别是如何作正确的丈
夫、妻子和父母。神的救恩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为着祂的彰
显、行动和行政管理。
結婚生活/団体生活篇：你虽然能服事主，但不能成为在家庭里和丈
夫或者妻子不能建立正确的夫妇的关系人。在生命中长大的人，应该
越来越有正常的人性。特别在夫妇之间被暴露你的真正的人性。因为
不能建立正常的婚姻生活人缺乏耶稣的人性，在服事上绝对不能拥有
刚强的见证。耶稣的人性，向你供应有同情的心，慈爱，谦逊，温
柔，耐心，赦免，爱。
歌罗西书 3: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要穿上

怜恤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恒忍。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
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
饶恕人。14 在这一切之上，还要穿上爱，爱是全德的联索。神的
心意，不是要让你成为天使，而是凭着耶稣的人性做正常的
人。这个事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等的团体生活上原则也一
样。你应该与同屋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③狮子的脸：我们也需要有狮子的脸。在圣经里，狮子表征勇
敢、活力、力量和得胜。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首先需
要作人。无论我们在哪里—在学校、办公室或在邻居中间—我
们都该是人。但我们也该是狮子。倘若在办公室里你是正确的
人，别人就会被吸引到你这里。然而，被吸引到你这里的人，
也许是能败坏你的“病菌”
。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就会邀请你
同他们参加某种属世的消遣。在这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不该像
人，乃该像狮子。这就是说，向着罪恶或属世的任何事情，我
们必须像狮子一样勇敢。
校园生活（大学生、大学院生）篇：主的救恩，不仅仅要使你成
为正常的人，还要像狮子一样地勇敢。在这里所谓狮子，对罪，
撒旦，世界刚强而勇敢。你对朋友来说容易接触的人,不过，来自
朋友的罪的诱惑，譬如，对到深夜的聚餐，通宵的卡拉 OK，通宵
的游戏，淫乱行为和有关暴力·杀人的电影，赌钱的麻将等，有
勇敢地强有力地拒绝的力量。如果没有狮子的脸，你会看一直看
朋友的脸色，害怕被说不好交往，勉勉强强跟罪的诱惑去。
④牛的脸：狮子的脸由牛的脸来平衡。倘若你在办公室里有狮
子的脸，单单这个不会使别人信服。你需要有牛的脸来平衡。
牛是甘愿背负担子、作工甚至牺牲自己的人。我们都需要有这
种样子，并且彰显那服事别人、背负担子、顾到责任甚至牺牲
自己性命的实际。倘若你在办公室里工作时是正确的人，你像
狮子一样勇敢，你也在担负责任上忠信，你就会给别人良好的
印象。要造成这样的印象，你的举止不但需要像人、像狮子一
样，也需要像服务、受苦的牛一样。办公室需要清扫的时候，
你该领头清扫，比其他员工作得更多。这样你就会给你的同事
看见，你甘愿牺牲，帮助别人，服事别人。你就有牛的脸的实
际。别人看见你有人的脸、狮子的脸和牛的脸，他们就会说，
“这是真基督徒。
”
在职生活篇 2：在职场上你应该不仅仅有狮子的脸还要有牛的
脸。在这里所谓牛，是指主动劳苦做，担负责任的。作为基督
徒你，不可避开人都不想做的严重的业务。即使是严重的业

务，如果不能避开的话，就需要在在那个业务上着手，完成责
任。
在外资企业上班的我们的姊妹，请求美国制造原要求信息，一
万页以上的英文的信息被送过来。因为姊妹与主一起劳苦，通
读那些信息，并且总结了需要的信息，美国的公司职员和日本
的公司职员非常吃惊。其实美国的公司职员，是发送了像怄人
生气一样地庞大的资料的。主的救恩是要使你不仅仅是人的
脸，狮子的脸，还要有牛的脸，成为不声不响地劳苦的人。阿
门！
⑤鷲の顔：我们需要像鹰一样，不让任何事物拘留我们、压制
我们或压倒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该能胜过逼迫，也能胜过称
赞。有的时候，胜过称赞比胜过逼迫更难。有些人能胜过逼
迫，却不能胜过人的称赞。这不该是我们的情形。我们无论受
逼迫或受称赞，都需要能如鹰展翅飞翔。
校园生活（国高中生）篇：作为国高中生的你，学习从年轻时
就要学习鹰的展翅高飞，超越。人一被非难就下沉，一被称赞
補充本 248
キリストを享受する――その霊として
１ いま、主は生ける霊、主は実さい。
たん純に主呼べば主、享受する。
(復)イエスは生ける霊といまさけぶ。
御名を呼ぶものに主はゆたか。
２ 自由あとう主、うちにいま生きる。
あじわい見よ、主のすばらしさ。
３ いま、主は生ける霊、主はことば。
いのり読みにより、主に触れる。
４ せい徒にながれる生ける霊は、
いのちのまじわり、いちとする。
５ 生ける霊、ゆたかな主のしゅく宴。
からだ享受すれば賛美ながる。

就高傲。可是，主的救恩是要使你像鹰那样，从灰心和兴奋中
拯救你。作为基督徒，你需要认自己的罪，缺点，軟弱,不过，
不管有什么事绝对不可灰心。还有，需要对付高傲，也要战胜
称赞。应该从年轻时就开始凭主的救恩，有鹰的翅膀，有超越
的经历。
某姊妹对唱歌有兴趣，参加唱歌的课学习了唱歌的技能。此
后，在召会也为了新人和兄弟姊妹的享受唱诗歌，参与录制的
服事。听到录音的很多的弟兄姊妹，称赞了姊妹的美妙歌声。
姊妹在心中感到喜了，高傲就稍微出来了。可是，紧接着，姊
妹在主的光照下对付了自己的高傲。那个结果，内面的高傲就
除去，心里恢复了平安。这是胜过称赞与高傲的鹰的翅膀的经
历。你虽说稍微成绩上升，不可高傲。在成功中你要如下祷告;
Lord Jesus, I am nothing but sin. Apart from You, I really can do
nothing.
But in You, with You, and for You, I can do all things.
In my business life (or student life) I work (or study) in You, with
You and for You. Thank you Lord, and praise the Lord! Amen!

1142 Jesus is the living Spirit
1
Jesus is the living Spirit,
Our reality;
We enjoy Him just by calling
In simplicity.
（C）Jesus is the living Spirit,
We must now proclaim;
He is rich unto all men
That call upon His name.
2
He is living now within us,
Giving liberty;
He is good and He is gracious
As we taste and see.
3
Jesus is the living Spirit
And the living Word;
When we touch Him by pray-reading
We receive this Lord.

4
Jesus is the living Spirit
Who among us flows;
Fellowship of life in spirit
Unity bestows.
5
Jesus is the living Spirit,
He is our rich feast;
As the Body now enjoys Him,
Praises are releas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