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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異象以及神定旨和祂心願的揭示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1
１．諸天開了，是神特別的眷顧；諸天也向雅各、向耶穌、向司提反、向彼得並向約翰開了。
马太 3:16 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看哪，诸天向祂开了，祂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祂身上。17 看哪，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２．以西結站在祭司的地位上， ａ．以西結在靈裏盡祭司的職分，事奉神，並與神交通；所以諸天向
他開了，他就看見神作人生命，使神與人同被建造的榮耀異象。以西
Ａ．諸天向以西結 尋求神、接觸神並且聯於諸天： 结书 1：4 我观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火不断的闪
以西结书
1：3
在迦勒底人之
開了：
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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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 银合金。
结；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 ｂ．諸天向以西結開啓，甚至能降到地上，使神天上的事能在地上給
身上。
人看見，並且在地上成全在人中間。
３．每當神在地上找到一個人與祂是一，他的心是神心的複製，天就向他開啓。
１．神的異象就是祂的啓示，使我們能看見神聖、屬靈、屬天的事。
以西结书 40:4 那人对我说，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因
为我带你到这里来，目的是要使你看见；凡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２．我們向神的兒女所陳明的，該是我們藉著接觸神，在開啓的諸天底下，在靈裏所看見之神的異象。
使徒 26:19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３．這些異象會促成神召會的建造。

Ⅰ．
『諸天開了，
我就看見神的異
ａ．在聖經裏，
『異象』是指一個特殊的景象；它是說到一種特別的看見，即
象』
（結一 1）
： Ｂ．以西結在靈
榮耀、內在的看見，也是說到我們從神所看見的屬靈景象。
裏，在開啓的天底
下 ， 看 見 神 的 異 ４．事奉主的人最重要 ｂ．我們要得著異象，就需要有啓示、光和視力。
象—神聖、屬靈、 的事，就是必須看見神 ｃ．神的異象管制我們、限制我們、支配我們、保守我們、徹底翻轉我們、
的異象：
屬天的異象：
給我們膽量往前並保守我們在真正的一裏。

Ｃ．神要以西結不
但用眼看，也用耳
聽；因此，神把祂
的話隨同祂的異
象，給了以西結：

ｄ．我們在那從神來的異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我們的生活也受
神的經綸所支配。
５．我們所需要的禱告，乃是帶我們魂遊象外且將 ａ．魂遊象外，意思就是從我們的己裏面出來；我
屬天的異象帶給我們的禱告：使徒 10:10 他觉得很 們也許被監禁在我們的己裏面，但我們必須禱告，
饿，就想要吃。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象外， 從那種監禁裏出來。
11 看见天开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 ｂ．魂遊象外是從我們的己裏面出來；在那魂遊象
系着四角，缒在地上。
外中，我們從神得著異象
１．神賜給以西結的話不是普通的話，乃是明確的話，特別的話。
２．神的話乃是祂異象的說明。
ａ．神要給我們特別、新鮮、活潑的話，以傳遞祂神聖的異象。
３．我們需要從主來的明
ｂ．我們該求神給我們話語，使我們能明白異象；我們也需要話語，使我
確的話：
們能宣揚並說明我們所看見的。

Ｄ．神的手總是隨 １．神要進來作祂所說的，並且照著祂的說話而作工。
著 祂 的 說 話 ； 因 ２．神的手臨到人身上，是爲著帶領、指引人，使人採取行動。
此，耶和華的手臨 ３．但願我們都有開啓的天，看見神的異象，得到神的話語，也有神帶領、指引的手在我們身上，以
到以西結身上：
滿足神的需要。诗篇 33:9 因为祂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Ａ ． 說 到 神 的 心 １．三一神的經綸是照著祂的喜悅所定的，而祂的喜悅是出於祂的心願。
願，聖經所用的辭 ２．出於神的心願，神的喜悅，乃是神的定旨；出於這定旨的，乃是祂的經綸。
乃是『祂意願所喜 ３．我們裏面的喜樂，指明神爲著祂的喜悅在我們裏面運行，並且我們照著祂的喜悅生活行動，這喜
悅的』
；神意願所喜 悅就是祂心頭的願望。
悅的，就是祂的心
願：
Ｂ．以西結一章揭示神渴望在祂兒子裏面得著彰顯。希伯来书 1:3 祂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像、
Ｃ．由光耀的金銀合金所表徵的那一位—羔羊神，乃是無價之寶住在我們裏面，爲著祂的彰顯。哥林多后书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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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四活物的四個 １．四活物表徵一個團體的實體，就是團體的基督—神團體的彰顯；當神得著這樣團體的彰顯，祂的
Ⅱ．以西結一章 臉表徵基督完整、 定旨就必得著成就。
向我們揭示神的 充分的彰顯：
２．以西結一章的異象給我們看見，我們需要成爲團體的，並且需要在配搭裏。
心願，以及神所 Ｅ．
『在寶座的樣式 １．寶座上的那一位看起來像人，卻有耶和華榮耀的樣式，指明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是神又是人；這
要成就的定旨： 以上，有一位的樣 一位就是神人耶穌基督，神與人的調和。
以弗所书 1:5 按
着祂意愿所喜悦 式好像人的樣子』 ２．聖經啓示，神與人的關係中祂奧祕的心意，是要將祂自己與人調和，因而使祂自己與人一樣；也
的，预定了我们， 以西结书 1:26 在他 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樣，但無分於神格—。
藉着耶稣基督得 们头以上的穹苍之
儿子的名分，归 上，有宝座的样式，
３．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和四活物，都有人的樣子，指明四活物在地上彰顯在寶座上的那一位；這就是
于祂自己。
像蓝宝石的样子；
神在人性裏的顯現。
在宝座的样式以
以西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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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一位的样式
好像人的样子。
Ｆ．全本聖經和作爲聖經縮影的以西結書啓示，神永 １．神的目標是要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到祂所救贖並重生的人裏面，
遠的心意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裏面，使 使他們與祂調和成爲一個實體，並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祂永遠的
他們在祂的生命、性情和形像上，但不在祂的神格 住處，就是新耶路撒冷。
上，與祂一樣：
以弗所书 3:15 在诸天里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
２．這是聖經啓示的中心點，也是以西結書所陳明之異象的中心點。
从祂得名，16 愿祂照着祂荣耀的丰富，藉着祂的灵，
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經歷：①諸天開了，是神特別的眷顧。每當地上的人與神是一的
時候，諸天就會向他們開啓。在被擄之地，有一個成熟的、與神
是一的人以西結，諸天向他開了。今天原則是同樣的。我們需要
諸天向我們開啓，但在我們的經歷中要諸天開啓，我們就需要作
以西結。我們若是今日的以西結，就會有開啓的諸天。
地受了撒但的霸占，地上的人也受了撒但的敗壞以後，神就不能
來到地上，神所在的諸天也不能向地上的人開啓。這就是以西結
時代的情況。…然而，在被擄的人中，有一個祭司，他尋求神、
接觸神、並且聯於諸天；所以諸天能向他開啓，甚至降到地上，
使神天上的事能在地上給人看見，並且在地上成全在人中間。這
實在是一件大事。
一個事奉主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有異象。每一個事奉
主的人，都應當是一個有異象的人。雖然不一定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有直接從主那裏來的異象，有的也許是間接從別人得幫助而看
見的。
在职篇：作为在职者，你必须要看到关于基督和召会的异象。你
需要受到异象的管制。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按照异象生活的时
候，他们就有神的同在和祝福。但是他们忘记异象随心所欲行动
时，神的同在就消失了，他们就落到了被掳的悲惨境况中。他们
落到被掳的境地，不是因为周边国家的强大，而是他们内在堕落
了。箴言 29:18 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 为有
福。
在新约时代，因为你是神的选民，原则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异
象和这个世代的人一样去追求金钱，地位，名誉的话，你就会在
不知不觉中成为撒旦的奴隶，你的生活就会落到没有见证的黑暗
境地中。这种情况下，你的在职生活几乎不会受到祝福。但 是，
如果你在在职生活中有异象的话，为着召会的建造经历基督，你
的在职生活也会受到祝福。经历作为光的神，在光照下工作的时
候，你就能注意到很多别人注意不到的点。因为神是光，在祂里
面没有一点黑暗。请操练灵，训练将心思联于灵而工作。请经常
做如下的简短祷告：
a) Lord, I love You. I don’t love my business nor my good
salary, but I love You.
b) Lord, I trust in You. I depend on You. Without You I can
do nothing. But with You I can do all things.
c) Lord, I widely open to You. Lord Jesus, fill me with Your
Spirit. Amen!

这样的话，你就能慢慢地改善工作的效率，并能够解决别人无法
解决的难题。
你绝不能认为属天的异象和你的在职生活没有关系。实际上属天
的异象是你在职生活的秘诀。那样的话，谁也不能 损害，妨碍你。
②禱告是要將我們自己禱告到魂遊象外。魂遊象外就是說，我們
從自己裏面出來。我們也許被監禁在我們自己裏面，但我們需要
禱告，從那種監禁裏出來。…我們的己是堅固的監牢，我們需要
從其中出來。…許多時候在晨更中，我們讀經、禱讀的時候，覺
得我們是從自己裏面出來，並且是在與神十分親近的光景中。我
們說不出自己在那裏，只知道是在自己之外。那就是魂遊象外；
在魂遊象外中，我們得著從神來的異象。
服事篇：一個事奉主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有異象。要
看到异象，你必须要从己里出来。在与主的交通中，你应该要忘
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召会生活，单单望向主并进
入魂遊象外中。因为你很多时候被監禁在自己裏面，所以要从己
里面出来就必须要忘记主以外的一切事物。然后和主进行
Face-to-face 的亲密并纯粹的交通。这个时候，关于自己是谁，
自己的需要以及身边的人的需要，你要把这些放在一边忘记它们，
让自己停留在主的爱里面。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到异象。有异象
的话，你在服事上就会有飞跃的前进。阿们！
④我們身爲基督徒，該是一班有感情的人。我們與別人同處時，
他們應當感覺到我們有一些興奮的事。在洛杉磯艾爾登會所
（Elden Hall）聚會的那些年間，我們的鄰居稱我們爲『阿利路
亞人』
。我們真是興奮，甚至走在街上的時候，也唱詩、讚美主。
到底是甚麼使我們這樣喜樂？因爲神爲著祂的美意，在我們裏面
運行，使我們立志並行事。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是照著神的喜悅過
生活呢？因爲我們感到喜樂。我們喜樂，就表示神在我們裏面喜
樂。我們裏面的喜樂，指明我們照著祂的喜悅生活行動。
学校生活（中高生）篇：每天晨兴之后，你要记住你祷读的一处
经节，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里面。让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
的生活是有喜乐的生活。通过背诵主的话，你可以维持你的喜乐。
一个喜乐的人因为能够积极的去解决各种问题(与朋友及老师的
人际关系，成绩没能如愿进步，升学等)，他们突破问题的能力
会提高。
腓立比书 3:1 还有，我的弟兄们，你们要在主里喜乐。
请经常用背诵过的经节来祷告：Oh Lord Amen Hallelujah! 在
学校生活中请一定要注意维持喜乐。那样的话你会成为『阿利路
亞人』，就能够向人见证在主里的喜乐。阿利路亞！

補充３０５
イエスを愛し慕う――イエスを愛する

补充本,#305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

Hymns,#1159
Experience Of Christ - Loving Him

１ 主よ、うるわしさのゆえ、 わがこころをひらく。
いま宗教より解かれて、 ただながうちに住む。
主の栄光を見上げつつ、 かがやきに満たされ、
わがうちに浸透しませ、 なれとわが霊はいち。

_一_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我全心向你完全敞开；
释放我，脱离宗教的义务，只让我永远享你同在。
当我在此注视你的荣耀，我的心充满了你荣耀；
浸透我，主，我今恳切求祷，以你灵与我灵永相调。

２ 主よ、すみわたるそらに、 ひとの子、御座に見る。
ほのおもて焼き尽くせ、 主のみ、かがやくまで。
なれの栄こう見るとき、 自己愛、恥じて失せぬ。
なが名のあまさ、知って、 あいと賛美ささげる。

_二_ 光照者─我的天何等明亮，我看见人子在宝座上；
圣别者，以神的火焰烧我，直等我因你灼灼发亮！
主，当我初次看见你荣耀，自爱与夸耀同归羞惭；
今我心涌出爱戴与颂赞，品尝你名里一切肥甘。

_1_ Jesus Lord, I'm captured by Thy beauty,
All my heart to Thee I open wide;
Now set free from all religious duty,
Only let me in Thyself abide.
As I'm gazing here upon Thy glory,
Fill my heart with radiancy divine;
Saturate me, Lord, I now implore Thee,
Mingle now Thy Spirit, Lord, with mine.

３ 主よ、ナルドのこう油を、 よろこびもてそそぐ。
ながこうべにそそぎ出し、 主よ、われをささげる。
ながため無駄づかいし、 ふかきあいに満ちる。
あたい、たかきあぶらを、 たくわえ、そそぎたし。

_三_ 宝贝主，我将真哪哒香膏，为你爱，欣然打破倾倒，
我的主，我前来膏你的头，看哪，主，为你我献上好。
亲爱主，我甘愿为你枉费，爱着你，我深处就满足。
为着你，贵重油我早预备，要将爱从心深处倒出。

４ 主よ、香のやまで、かおを 合わせてまみえたし。
わがいずみ、飲みたまえ、 ながむねにいこうまで。
なが愛するはなよめは、 主よ、なれをあがめる。
主よ、いそぎ来たりませ、 わが愛はなれを待つ。

_四_ 良人哪，快来到香草山上，我切慕与你早面对面。
主，请喝我心所流出之泉，我巴望永远在你身边。
我并非单独的来爱你，主，乃是与众圣作你新妇；
快来吧，我们爱已经久等，主耶稣，愿意你得满足。

_2_ Shining One — how clear the sky above me!
Son of Man, I see Thee on the throne!
Holy One, the flames of God consume me,
Till my being glows with Thee alone.
Lord, when first I saw Thee in Thy splendor,
All self-love and glory sank in shame;
Now my heart its love and praises render,
Tasting all the sweetness of Thy name.
_3_ Precious Lord, my flask of alabaster
Gladly now I break in love for Thee;
I anoint Thy head, Beloved Master;
Lord, behold, I've saved the best for Thee.
Dearest Lord, I waste myself upon Thee;
Loving Thee, I'm deeply satisfied.
Love outpoured from hidden depths within me,
Costly oil, dear Lord, I would provide.
_4_ My Beloved, come on spices' mountain;
How I yearn to see Thee face to face.
Drink, dear Lord, from my heart's flowing fountain,
Till I rest fore'er in Thine embrace.
Not alone, O Lord, do I adore Thee,
But with all the saints as Thy dear Bride;
Quickly come, our love is waiting for Thee;
Jesus Lord, Thou wilt be satisf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