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8
在寶座上的人（詩歌：補 16）
Ａ．聖經啓示神與人在形像和樣式上的相似。
Ⅰ．聖經裏對於神和人的關
Ｂ．人不是照著自己的類被造；神乃是照著神類來造人。
係，有一個奧祕的思想：創
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 Ｃ．神成爲人以產生神人類；我們在基督裏的信徒乃是神人類，是神人。
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
約翰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Ｄ．神的心意是要成爲 １．神的目的，是要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到我們裏面，使祂自己與我們一樣，並使我們與祂一樣。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
與人一樣，並使人與祂 ２．神的經綸乃是要把祂自己作成人，又把我們這些祂所造的人作成神；這樣，祂這位神就『人化』了，我
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一樣：
們人也就『神化』了。
Ａ．那位坐在寶座上的，不僅是神也是人；祂是神人，人神，神與人的調和。
ａ．神按著祂的形像造人以彰顯祂，並使人有祂的權柄以代表祂；這乃是照著祂的定旨。
１．以西結一章
ｂ．神按著祂的形像，照著祂的樣式造人，目的是要人接受祂作生命，並彰顯祂。創 2:9 耶和華神使各樣
Ⅱ．在以西結一章二十 Ｂ．坐在寶座 二十六節與創
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命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六節，在寶座上的一位 上的有人的
世記一章二十
有人的樣子：以西結書 樣子，這事實 六節，二者之間 ｃ．神給人管治權，目的是要征服神的仇敵撒但，恢復地，並將神的國帶到地上。
創 1:28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遍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
1:26 在他們頭以上的 有兩面的意
有關聯：
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 義：
２．藉著成爲肉體，神成爲人；祂以人的身分生活、受死、復活並升天；現今作爲在寶座上的一位，祂仍然是人。使徒 7:56 就
式，像藍寶石的樣子；
說，看哪，我看見諸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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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
樣子。

Ⅲ．主耶穌經過了釘十
字架、復活並升天，就
被帶到寶座：
使徒 2:36 所以，以色
列全家當確實的知
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
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
祂為主為基督了。

Ｃ．在寶座上之人的樣子有兩面的講究；從祂腰以上，好像金銀合金；從祂腰以下，有
彷彿火的樣子：
以西結書 1:27 我見從祂腰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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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腰以上的部分表徵祂的性情和個性；就著性情
和個性說，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像金銀合金。

２．腰以下是行動的部分；從腰以下有彷彿火的樣
子，表徵主在祂行動中的樣子。
Ａ．神一直是主，但如今在寶座上有一個人是主。 啓 4:2 我立刻就在靈裡；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石。
１．就著主是神，祂一直是主；但就著主是人，祂是在復活裏將祂的人性帶進神裏面以後，
Ｂ．主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並埋葬之後，神使祂復
活，並使祂坐在自己的右邊，立祂爲全宇宙的主： 才在升天裏被立爲主；祂在升天裏被立爲萬有的主，是要得著萬有。
腓立比書 2:9 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 ２．神所高舉的耶穌，地上君王的元首，乃是所有掌權者的元首；祂是神聖行政裏至高的
乎萬名之上的名，
元首，以完成神永遠的計畫。
Ｃ．主耶穌是開拓者，是先鋒，開了到寶座的路 １．祂成了人，祂又作爲人登了寶座。啓 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
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樣。
並領頭到達寶座：
希伯來書 2:10 原來萬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 ２．這指明祂不是惟一被命定要登寶座的人；祂乃是開了路，又領頭使我們能跟隨。
位，為著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就藉著苦 ３．神的心意是要領我們進榮耀裏去，並使我們坐在寶座上。啓 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
難成全他們救恩的創始者，這對祂本是合宜的。 也不需要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Ａ．神顧念人；祂要人彰顯祂，並行使祂的權柄。
Ⅳ．神的心意是要在人
身上作工，使人能在寶
座上：
詩 8:4 便說，人算甚
麼，你竟顧念他？世人
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5 你使他比天使微小
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
為冠冕。
6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
造的，使萬物，

Ⅴ．我們要被帶到寶
座，就必須經歷耶穌的
人性及其美德，並在生
命裏作王：
以弗所書 4:1 所以我
這在主裡的囚犯勸你
們，行事為人要與你們
所蒙的呼召相配，

Ｂ．神渴望藉著人顯明祂自己，並藉著人掌權、管理。
Ｃ．神的目標是要把我們帶上寶

１．我們若不在寶座上，神就不會滿意；除非我們被帶到寶座，神無法完全得著榮耀。

座；祂的心願是要使我們成爲屬
寶座的人：

２．神的國惟有等到我們登寶座時，才能完全來臨。
３．神的仇敵惟有等到我們登寶座時，才會被征服。

１．神在宇宙中所面對的最大難處，乃是祂的寶座遭到背叛權勢的反對和攻擊。
Ｄ．神要把我
們帶上寶座，
因爲撒但背叛

２．撒但背叛神的寶座，想要高舉自己的寶座，因而侵犯了神的權柄。

了神的寶座：

５．需要有人被神得著，使神的權柄藉著他們得以通行，並使神的國藉著他們臨到地上。

３．從撒但背叛直到如今，就一直在權柄的事上有分爭；地上所發生的事，大多是表現撒但對神寶座的抗拒。
４．神的心意是要將撒但摔下，並救贖許多被他擄掠的人，將他們帶到神的寶座去。
６．我們應當渴望掌權—爲神行使權柄—並享受爲神掌權的福分。

Ｅ．得勝者要在寶座上，與基督
一同作王：

１．基督在寶座上，他們也要在寶座上。
２．基督有一切的權柄，得勝者也將有分於這權柄，轄管列國。
啓 2:26 得勝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

Ａ．我們若要

１．我們信徒有基督連同祂人性

ａ．我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該在靈中與主的人性相合。

有正確的人
性美德，就需
要耶穌的人
性：

一切的美德住在我們裏面，作我
們的人性：

ｂ．當我們活在主的管治下，並經歷基督的人性，我們就絕不會失去平衡；反之，每件事
都是適當的均衡。

２．我們必須喫基督作素祭，好成爲基督的複製，並過神人的生活。

Ｂ．神完整的救恩是要
我們憑神洋溢之恩，並
洋溢之義的恩賜，在生
命中作王：
羅馬書 5:17 若因一人
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
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
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
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
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
了。

１．我們重生所得的生命是神聖、屬靈、屬天、作王、君尊的生命；這生命使我們能作王掌權。
２．在實行上，在生命
中作王就是在神聖生命
的管治之下：

ａ．基督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榜樣，祂一直在父神聖生命的管治之下。馬太 8:9 因為我也是
一個在權柄之下的人，有兵在我以下；我對這個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
對我的奴僕說，作這事，他就作。
ｂ．當我們在神聖生命的管治之下，就有感覺是登寶座作王，管理萬有。

３．在生命中作王，就是勝過、征服並轄管撒但、世界、罪、肉體、己、各樣的不順從和一切環境遭遇。羅馬書 8: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
37 然而藉著那愛我們的，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４．我們若要在生命中作王，就要繼續不斷的領受洋溢之恩，就

ａ．我們要一而再的來到神聖的源頭，並從我們這

是對神豐滿的享受：羅馬書5: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
照樣藉著義作王，叫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

人深處敞開自己，好被神這恩典充滿。
ｂ．我們越接受洋溢之恩，就越在生命中作王。

經歷：
①神的經綸不是要我們作好人，是要作神人：
神的經綸、計畫就是要把祂自己作成人，又把我們這些祂所造的
人作成神，叫祂自己人化，叫我們眾人神化。結果，祂和我們，我
們和祂，都成了神人。所以作好人、作屬靈人、作聖人是不彀的，
今天神所要的不是這些，祂所要乃是神人。不要盼望修改自己，因
爲神不要你作好人，祂要你作神人。祂是你的生命和一切，目的就
是要你能彰顯祂，活出祂來。
在職篇：
人在兒童時期必須要照著善惡、文化、道德的標準來教育。但是，
長大成人後，基督徒不是照著善惡、文化、道德的標準，應該要憑
靈生活行事，成為神人。如此的生活行事，是遠超過善惡、文化的
生活行事。
加拉太書 5：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情
慾了。
你要不斷地操練自己的靈、對付良心、訓練憑著靈生活行事。日本
人很容易成為「濫好人」
，說不出真心話。太注重避免與外界的衝突，
變得不容易說出真心話。例如，某個公司的新入社員很勤奮的工作，
但是太過於注意細節，效率變得非常低，老是加班。這種情形，主
管或前輩要指導他應該要掌握的業務概況，先不看不重要的細節(有
需要的話之後再討論)，有效率地向前進行業務。但是許多時候，因
为這個新入社員很拼命，感覺不容易对其說出真心話。若是親自站
在這新入社員的角度來看，為了他的成長，你要告訴他真實的話，
如以下指導。
「在公司不是從細節開始切入業務，而是要宏觀地執行
業務。這樣你就會成長、能夠顯著地提高業務的效率。還有，你很
勤奮的優點也很重要，不要否定這點，從今以後也要繼續保持下去。」
你這樣做，這新入社員就會打從心底感謝你的指導吧。事實上神人
的生活行事是被美德和光充滿的，能夠吸引人們，並驅逐所有黑暗
或是不平衡的活動。你在職場也要操練自己的靈，若是憑著靈生活
行事，你就會彰顯耶穌卓越的人性、成為在光中行的人、成為優秀
的人才吧。

②神的心願是要使我們成爲屬寶座的人：
主耶穌在啓示錄三章二十一節說，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
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祂同坐一樣。』主耶穌
似乎是說，祂成了人，祂作爲人登了寶座。…神的心意是要使我們登
寶座。祂的心願是要使我們成爲屬寶座的人。神的國惟有等到我們登
寶座的時候，纔能完全來臨。不僅如此，神的仇敵也惟有等到我們登
寶座時，纔會被征服。因此，神的目標不僅要把我們從陰間釋放出來，
更要把我們帶上寶座。
婚姻生活篇：
神的救恩，將你從火湖的滅亡中救出，帶進享受神生命的教會生活。
你得救的那一天，就從滅亡中得拯救。哈利路亞！感謝主的救恩。但
是，這並不是得救的目的。從你得救的那一天起，就會慢慢地在生命
裡長大。這原則和你的婚姻也是相同的。結婚典禮那天是很棒的日子。
但是，從那天起你必須要開始勞苦並建立健康的婚姻生活。在主的帶
領下，你與你的配偶認識、彼此相愛、直到結婚。然而結婚典禮並不
是結婚的終點。若是沒有建立起健康的婚姻生活，婚姻中就會變成有
許多的問題，彼此的愛就冷卻下來，至終也有可能演變成離婚。但是
身為基督徒的你，因為有基督強烈的愛、得勝有餘的愛，能夠勝過這
個難處。
羅馬書 8: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
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
37 然而藉著那愛我們的，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要藉著這愛，跨越夫妻間的種種困難，持續愛著你的配偶。雖然不只是結
婚典禮時、新婚的時期，要持續愛著配偶是很難的，但是這是非常珍貴的。
神在支持著你建立健康的婚姻生活。神最終會將你成為屬寶座上的人。寶
座上的人在主裡管治著所有人和所有事情。你能夠管治婚姻生活中的個性
不同、因生長背景的差異而來的不和諧，得以持續彼此相愛。
③喫那作素祭的基督的卓越人性，有正確的日常生活：
我們需要一切的人性美德，好讓撒但蒙羞。…如果主的人性與我們
所要作的不一致，我們必須說，
『主，我絕不要這件事與你在我裏面
的人性相違背，我情願放棄。』我們如果這樣作，就會在耶穌的人性
裏有正確的日常生活，我們也會有正確的召會生活；而這個召會生活，

就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國。這要真正成爲撒但的羞辱，而確實成爲神的
誇耀。
神要在地上青年一代當中建立一個國度，就需要一班人蒙救贖，
得重生，接受耶穌的人性。藉著這個人性，他們在各樣事上都是平
衡的。例如不久以前，領帶很窄，但今天又特別寬，看起來像一把
大扇子。請想，這不都是走極端麼？只是外面的調整，當然沒多大
用處；但是如果我們接受耶穌的人性，我信，我們不會走極端。藉
著接受主的人性，我們絕不會失去平衡。我們必須服在神屬天的管
治之下。
我們必須知道，素祭主要是爲著我們。只有一把作爲記念的是爲著
神，所有其餘的都歸給祭司。
『素祭所剩的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孫。』
（利 2:3）這是祭司的食物。祭司天天喫那作素祭的基督。我們是祭
司，所以我們必須喫那作素祭的基督，作爲祭司的食物。
大學生活篇：
你要在大學生活中學習享受並彰顯耶穌的人性。你要是仔細觀察
同學等周遭情形，就會發現有許多的習慣或行為沒有取得平衡、不
榮譽的情形。例如做研究而熬夜、熬夜去喝酒。這樣的行為實際上
會極度惡化研究的效率。就算熬夜做研究，因為累壞了而想不出好
的點子。另外，徹夜喝酒導致放蕩，放蕩有可能演變成犯姦淫等罪。
但是他們卻不試圖改變這些習慣和行為，反而責怪不參加的人。這
樣長大的畢業生到公司就變得老是加班。日本的勞工是先進國家中
每年工作效率最低的。但是日本人幾乎都不知道這個事實。從學生
時期起，若是學習享受並彰顯耶穌這取得平衡的人性，你就得以擁
有分辨能力判別甚麼是本質上正確的，從錯誤的固有觀念被拯救出
來。這樣，你就能夠在未來，尤其是在日本成為優秀的社員吧。
④在工作中、在學校裏、在車子裏，要一直向主敞開，好被祂這恩典
充滿：
惟一管用的就是來到神聖的源頭，並從我們這人深處敞開自己，
好被神這恩典充滿。我們要被充滿，就必須求主除去所有的絕緣體
和阻撓。我們需要禱告：
『主，我願意把所有的攔阻除去。我要使自
己直接向你敞開。主，以你自己作恩典完全充滿我。』無論你在那
裏，在工作中、在學校裏、在車子裏，要一直向主敞開，好被祂這

恩典充滿。這是領受洋溢之恩的意思。你這樣領受恩典，就會被恩
典充滿，至終恩典會從你裏面滿溢出來。然後你會藉著恩典在生命
中作王，勝過罪、死和撒但。
中高生篇：
從國高中生的時期起，要打從心底向主敞開、要經歷用真心話與
主交通。例如你對你的級任老師或是某個同學感到非常難相處而不
喜歡他。你無法老實地與主交通傳達真心話，只因為神愛世人，作
表面上的禱告。但是這樣的禱告是宗教的禱告，主並不喜悅。主能
夠在禱告中擴大你的度量。重要的就是你要敞開心來。你要這樣禱
告：
「主耶穌，我無法愛這個老師或同學。理由是…。但是我來到祢
這裡時，心向你敞開。我也許做錯了，但是我要將所感覺的，像跟
摯友說話一樣地方式跟你說。請用祢自己和祢的愛將我充滿。阿們。」
這樣的禱告就會跟以往宗教形式上的禱告有極大的不同。
神大 BSG 社團迎新開展：
請為著神戶大學迎新祭的 BSG 社團蒙福而禱告。唱詩歌、說明聖
經的真理。在職的校友預計請假來參與本活動。
時間：4 月 2 日（主日）～3 日（一）
地點：神大國際文化廣場
參與者：神戸大生，神戸大學畢業生
有關神戶大學迎新參展的見證：
神大 BSG 社團申請了在今年 4 月舉行的迎新祭的展覽。之後，被
迎新祭的委員長懷疑 BSG 是宗教團體、邪教組織而被拒絕參展。我
認為那也沒辦法，但是張姊妹(神大博士 1 年級)就立刻氣憤地如下
抗議。
「我們是為著學習聖經的社團，與任何宗教團體、邪教組織一
點關係都沒有。在全世界的一流大學裡都有聖經研究會。(難不成神
戶大學是三流大學嗎？)」這樣抗議時，他就害怕拒絕我們，因此許
可了社團參展。在靈裡爭戰中，我從張姊妹那裏學習到了應該有「獅
子的臉」
，不懼怕撒但，要勇敢的面對。膽小的人絕對不能為主所用。
阿們！(神大 3 年級學生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