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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虹是神信
实守约的记
号：
創 9:9 看哪，
我与你们和
你们的后裔
立约，
13 我把虹放
在云彩中，这
就作我与地
立约的记号。

Ⅱ．基督徒生活
与召会生活的
经历总结于一
道虹：以西结书
1:28 下雨的日
子，云中虹的样
子怎样，周围光
辉的样子也是怎
样。这就是耶和
华荣耀的样式显
出来的样子。…

虹—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詩歌：14、756）

以西结书结晶读经（一）＃9

１．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各样的活物立约，向人类保证，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他们和地。
２．虹是记号，指明神是立约并守约的那一位；虹宣告神必定会守祂的约。
Ａ．
“我把虹 ３．虹是神的约的记号，表征神的 ａ．神自己就是信实，并且神对祂的话是信实的。
放在云彩
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虹：哥林多前 哥林多前书 10:13 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中，这就作 书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 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祂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
我与地立约 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 忍受得住。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
的记号”
督的交通。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
(創 9:13)： 约翰一书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以完全，无可指摘。24 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祂也必作成这事。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
ｂ．因着神的信实，我们得蒙宽恕；如今我们有一道虹，作神信实的记号。
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１．神是生命（碧玉） ａ．彩虹围着祂的宝座，表征神是立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在祂审判地时，要遵守祂所
Ｂ．
“有虹围
的神和救赎（红宝 立的约。
着宝座，显
石）的神：
ｂ．神要保留一些人，成为新地上的列国，以荣耀祂。
出来的样子
ａ．绿宝石是草绿色的，表征地上的生命。
好 象 绿 宝 ２．围着神宝座的
ｂ．这指明神在地上施行审判时，仍要记念祂的约，并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如创世记
石”(启示录 虹，显出来的样子好
九章十一节所指明的。
4:3)：
象绿宝石：
創 9:11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Ｃ．“我又看见另一位 １．这里的虹指明基督在审判地时，信守神与挪亚关于地所立的约。創 9:16 虹必现在云彩中，我必观看，
大力的天使〔基督〕
， 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17 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
从天降下，披着云彩， 的记号。
头 上 有 虹 ”( 启 示 录 ２．这虹也指明基督执行神的审判，是照着那坐在天上有虹围绕之宝座上的神，就是那信实守约的
10:1)：
神。
Ａ．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在基督里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 １．神中心的工作乃是要在基督里把祂自己建造
一切，使我们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活祂并彰显祂；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也 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与祂是一，
作祂团体的彰显。
是圣经的中心点：
加拉太书 4:19 我的孩子们，我为你们再受生产
以弗所书 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 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
里面预先定下的，
２．至终，三一神和蒙救赎的人要联结、调和、
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16 愿祂照着祂
合并，并建造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
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Ｂ．按照神的计划，以西结一章所启示的属灵事物，乃 １．有了清明的天同着宝座，并经历一个人有金银合金与烈火的样
子，结果我们就有一道虹的样子。
是开始于风，而结束于虹：
以西结书 1:4 我观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 ２．虹是坐宝座之人周围的光辉；这光辉表征宝座上的主四围的辉
有火不断的闪烁，周围有光辉…
煌和荣耀。

Ｃ．虹可视
为由蓝、红、
黄三种主色
组合而产生
Ⅱ．基督徒生 的：
活与召会生
活的经历总
结于一道虹：

Ｄ．新耶路
撒冷显出一
道彩虹的样
子；圣城看
起来就象一
道虹：

１．蓝是神蓝宝石之宝座的颜色，表征神的公义；红是圣别之火的颜色，表征神的圣别；黄是金银合金的颜色，
表征神的荣耀。
２．公义、圣别和荣耀，是 ａ．击杀用的剑指明神的公义；火焰表征神的圣别；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
三种神圣的属性，使罪人不
能靠近神：創 3:24 于是把 ｂ．因着堕落的人无法满足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他就不可接触作生命
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 树的神；直到基督借着祂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满足了这些要求，开了一
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 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有分于作生命树的基督。希伯来书
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 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20 是借着祂给我们
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
树的道路。
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ａ．义是从神为着祂的行政而来的；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正在成为神的义。
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 哥林多后书 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
的要求；并且如今在复活里， 义。
祂就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 ｂ．因着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圣别，甚至和神自己一样的圣；因着在
荣耀：
神里面，我们就更为圣别；因着被神调和、浸透并饱和，我们就最为圣别。
哥林多前书 1:30 但你们得 ｃ．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作荣耀的盼望，并且我们渐渐变化成为祂的形像，从
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 荣耀到荣耀。
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 歌罗西书 1: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
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
４．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作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在神眼中我们看起来就是公义、圣别和荣耀，
并且我们有一道虹的样子。
５．这道虹的实际必须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些蒙神救赎的人，有一道虹的样子，作神的见证；这意思是说，
我们要有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启示录 21:19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
宝石，第三是玛瑙，第四是绿宝石，20 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
黄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
６．虽然这虹要在永 ａ．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我们也必须接受恩典到一个地步，
世里才完全显出来， 使每一件事都是公义、圣别并荣耀的。
但这道光辉的虹属 ｂ．我们若让神圣别的火烧掉一切与神不配的东西，使神的圣别性情借着我们的人性显为
灵的实际应当显在 金子，召会就会充满了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
今天的召会中：
ｃ．这公义、圣别和荣耀要相联相映，形成一道光辉的彩虹，彰显神并为神作见证。
１．十二层根基的颜色，显出一道彩虹的 ａ．新耶路撒冷是建造在神守约的信实上，并借着神这信实得以稳
样子，围着永远的神，作为祂的见证；这 固。
表征整座城是建造在信实之神永远的信 ｂ．在神的经纶里，我们需要被信实的神构成，成为信实的，甚至
实上：
象祂一样信实。
２．作为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我们这些蒙神拯救之人的集 ａ．凭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我们有一道虹
的样子，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实。
大成，要成为一道虹，永远见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启示录 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 ｂ．这道虹显出来时，神心头的愿望就得着完
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
成。
３．这永远的虹，将是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经历的总结。

经历：
①基督徒生活以及召会生活是约的生活：
神对什么信实？神对祂所说的信实。神对祂的话信实，祂的话
就是遗命，就是约。约就是神的话。神对祂所说的一切都是信实的。
这就是虹。每当乌云密布，你必须将神的信实呼求出来，那就是将
虹呼求出来。每当你感觉软弱，你必须呼求神的信实说，
“神啊，你
是信实的。我软弱，但你必须照你的话使我刚强。”我们都活在约下，
这约有神的信实作为确定的记号：洪水不再来临。这就是召会生活。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召会生活，绝对是约的生活。我们是在
约之下。在新约圣经的每一节，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我要给你们其
中的一节，那是我相当有经历的：
“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
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的，祂也必随
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林前十 13）这节圣经在
你面临任何环境时都可应用。你若抓住神的约，我可以担保，不论
你遭遇什么，这里有一节圣经作活的应许，来给你倚靠并凭此而活。
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活在神的约下。我们不该被自己的定罪、感觉
和环境等乌云所威胁或恐吓。我们乃是在神的约下，完全在祂的祝
福下。不再有定罪，不再有审判，不再有咒诅。死已经被废去，在
召会中我们不断地享受生命。一切都是生命。不要怕失去你的 职业
或健康。不要被黑暗或消极的事物所威胁。我们是有约的人。我们
有一节应许的经文可以应付一切的处境。我们必须站在约下，不信
任何的失败、软弱、黑暗或消极的事物。我们的定命是在宝血所洒
过的约下。阿利路亚，我们是约人！
在职生活篇：
作为职场人，你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因公司的方针有
些项目终止，因业绩不佳收入减少，因上司变更工作的做法改变，
转职。你不该被这些环境上的变化之乌云所威胁或恐吓。因为你是
在神的约下，完全在祂的祝福之下。

②地方召会该有虹的见证：
虹可视为由蓝、红、黄三种主色组合而产生的。蓝是神蓝宝石
之宝座的颜色，表征神的公义；红是圣别之火的颜色，表征神的圣
别；黄是金银合金的颜色，表征神的荣耀。
我们必须这样经历基督，使别人在接触我们的时候，能感觉到
公义、圣别和荣耀。这意思是说，他们应当能感觉得到，我们有清
明的天，我们有宝座，我们也是公义且正确的，没有丝毫的随便或
松懈。我们也该有金银合金，是发光、照耀并有分量的。这样，我
们就有虹的样子。……我们原是堕落的，如今却得救了，成了神按
信实必拯救我们的见证。每处地方召会都该有这样一道虹的见证。
中学高中生篇：
你相信，接受的神是义，圣，荣耀的神。这些由蓝，红，黄表示，
虹的鲜艳的各种各样的色彩都是由这三种颜色组合而产生的。虹表
征神对祂立约的话的信实。为了经历这道虹，请你先经历神的义(蓝
色)，圣(红色)，荣耀（黄色）。
说到关于义，你不能积极响应说其他的同班同学，以及老师朋友
的坏话。请你学习服从主所立的老师的权柄。对同班同学，你也要
表示友情与同情心。例如，有邪恶的同班同学，你不可以和他们一
样邪恶，而是要为他们祷告。
说到关于圣，刚刚说到的说坏话，也许很多都是事实，但是，那
些闲话是世俗的，没有被圣别的。也许很喜欢网络游戏，而沉迷其
中。虽然不能说网络游戏都是罪，但是你一沉迷于网络游戏，就失
去了被圣别的生活的流。为了在神的祝福下过学生生活，要追求圣
别。为此，你必须学习正确地限制网络游戏。
最后，说到关于荣耀，请你学习大大地彰显基督。活 基督、彰显

基督就是保持喜乐的生活。没有主的人很快就失去喜乐。圣经说到，
「你们要在主里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 4:4）」、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again I will say, rejoice.” 你是否在彰显神的荣耀
基督，可以从你是否保持喜乐来判断。作为在主里的信徒，请你想
起主住在你里面，要常常喜乐。

越经历神的义，圣，荣耀，你就越能够在有虹的中学高中生活，
神的约的祝福下生活。哈利路亚！
③站在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的正确立场上：
以西结说，他所看见的乃是耶和华的荣耀显出来的样子。
“我一
看见就面伏于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我们若要听见主在以西
结书以下各章的话，就必须来到同一点，就是在清明的天之下，在
宝座前；在这宝座上坐着一个人，有一道照耀并返照的虹。 这就是
我们能从上头听见声音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就有地位听见从诸天
而来说话的声音。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到达这一点，我也盼望众召
会都在这里。这样，主就有路对我们说话。
婚姻生活篇：
在婚姻生活中，妻子很容易变成「厚脸皮的大妈」，丈夫很容易变
成除了工作什么都不做的「懒惰的大叔」。为了从这个不平衡中被拯
救出来，必须避免把婚姻生活变成自己的小王国。在召会生活中有
各种属灵经历丰富的夫妇，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听了建议之后，
需要一起到主面前祷告。
主透过前面的夫妇弟兄姊妹向你说话。为了 透过身体听到主的声
音，你需要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正确的立场是：
a) 四活物的配搭，留在实际的召会生活中。
b) 告白自己的罪，有清洁的良心，有清明的天。尤其在婚姻生活中，
容易指出对方的罪，而不认自己的罪，因此需要特别注意。
c) 过服从宝座的生活。服从就能代表主的权柄。
d) 有虹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以及召会生活不是天然生命 的努力与发
展的生活，而是有分于在神约下接受祝福的有虹的生活。
把婚姻生活变成小王国的话，容易养成 这家庭才有的奇怪不良
习惯。因为厚脸皮也不会感到羞耻反而随便，即使做了很不好的事，
也变得无所谓了。也会变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的懒人。圣经说到，
「 就当恐惧战兢，作出你们自己的救恩（腓 2:12）」、“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主的心意是建立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互相帮助的健康婚姻生活。
这样的夫妇会与主配合，可以给很多的人带来祝福。愿你的婚姻生
活在配搭、在清明的天、宝座上的人、虹的见证、主的声音的祝福
下更加往前。阿们！哈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