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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物的配搭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4

Ⅰ．以西結一章的中心點，乃是啓示神需要一班活物，能彀配搭在一起，成爲一個團體的實體，就是團體的基督，爲著祂的彰顯、行動和行政；配搭是領會以西結
一章裏之異象的關鍵。
以西結書 1:12 他們俱各直往前行；靈往那裏去，他們就往那裏去，行走並不轉身。
Ａ．神自己是使神聖建築的各部分能成爲一的配搭因素。
Ⅱ．四活物的配搭不在自己裏面，乃在神裏面，藉著神聖 Ｂ．我們在自己裏面所是、所有並所作的，其結果不是配搭，而是分裂、分開。
的能力、神聖的力量和神聖的恩典，因爲鷹的翅膀是他們 Ｃ．鷹的翅膀不但是爲著行動，也是爲著保護；凡我們所作的和我們所是的，都必須憑著主的恩典和主
的能力。
配搭並行動如一的憑藉：
以西結書 1:9 他們的翅膀彼此相接；他們行走並不轉身， Ｄ．同時，我們也是在主恩典和能力的覆庇、遮蓋之下。
俱各直往前行。11 他們的臉就是如此。他們的翅膀向上展
１．這指明我們必須一直表現自己如同正常的人。
Ｅ．活物看起來像
開；各有兩個翅膀彼此相接，兩個翅膀遮體。
２．但這些行動、覆庇的翅膀應當給別人一個印象，就是那神聖者的印象，給人看
人，行動卻像鷹：
見我們有神與我們同在，作我們的能力和保護。
，兩個翅膀展開，觸及毗連之活物的翅膀，形成一個四方形。
Ⅲ．以西結一章九節和 Ａ．每個活物面對一個方向（分別面對東、西、南、北）
十 一 節 下 半 至 十 二 Ｂ．無論活物往那個方向行動，任何一個都不需要轉身；一個只要直往前行；一個倒退，往後行動；另外兩個旁行。
節，陳明一幅我們在召 Ｃ．是召會作爲基督身體之配搭美麗的圖畫；在這身體裏每個肢體都有他特別的地位和功用或職事。哥林多前書 12:24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
會生活中所需要之配 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面加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Ｄ．一個肢體盡功用時，乃是『直往前行』盡他的功用；其他的肢體則遷就他，往同一個方向行動，有些要『退行』
，有些要『旁行』
，經
搭的美麗圖畫：
以西結書 1:9 他們的 過十字架並憑著那靈作每件事，爲著基督身體的緣故，將基督分賜給人。
１．在配搭裏沒有自由或方便；配搭使我們不轉身。
翅膀彼此相接；他們行
Ｅ．在召會的事奉中，我們每一
２．我們作任何事之前，需要停下來，與一同事奉的人交通並配搭。
走並不轉身，俱各直往
個人不但要學習怎樣往前行，也
前行。
３．交通使我們相調、調和，調整、調節我們，使我們和諧，限制、保護、供應並祝福我們；基督的身
要學習怎樣退行並旁行：
11 …他們的翅膀向上
體乃是在交通裏。
展開；各有兩個翅膀彼
１．對福音有負擔的弟兄盡功用直往前行的時候，對牧養有負擔的弟兄就該學習退行，其他的聖徒該跟
此相接，兩個翅膀遮 Ｆ．有不同功用的弟兄們若不知 從這二人而旁行。
體。12 他們俱各直往 道怎樣配搭，他們就會爭競，甚 ２．退行和旁行就是對別人的職事、功用和負擔說『阿們』
。
前行；靈往那裏去，他 至彼此相爭，結果就可能分裂： ３．我們若只顧自己專特的事奉，而沒有這四種行走，至終我們就會成爲召會裏的難處。
們就往那裏去，行走並
４．直往前行的人有責任隨從靈（the Spirit）
。
不轉身。
Ｇ．我們應當將配搭這件事不僅應用在某個地方召會中，也應用在眾召會中間；這就是說，我們該跟隨眾召會。
１．任何與神和神的性情不合的東西，都會被燒火着的火炭這聖別、煉淨的火燒盡，惟有出於神的才會
Ⅳ．活物配搭的結果是成
存留。
爲燒火着的火炭和燒火
Ａ．火炭的焚燒至少作三件事：
着的火把；我們越配搭在
２．在配搭中的焚燒使我們火熱，極其熱切。
一起，就越彼此焚燒：
３．在配搭中的焚燒產生召會的能力和衝擊力。

以西結書 1:13 至於活
物的樣式，他們的樣子如
同燒著的火炭，如同火把
的樣子；火在活物中間來
Ｂ．火炭是爲著
回閃動，這火有光輝，從
焚燒，火把是爲
火中發出閃電。14 活物
著照亮：
往來奔走，
好像閃電的樣
子。

ａ．我們被聖別的火焚燒的範圍，自然而然成爲我們被照亮，且能照亮別人的範圍。
ｂ．在正確的召會生活中，弟兄姊妹中間應該沒有黑暗的事；一切都應該徹底被照亮。
ａ．有火隨著活物，因爲他們在交通中，讓神在他們中間自由行動。
２．這火不是靜 ｂ．活物的樣子像烈火，指明活物有聖別之神的樣子。
止的，乃是一直 以西結書 1: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
行動的：
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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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火有光輝，指明活物在配搭中彰顯一種榮耀、威嚴的光景。
４．光輝是經常的，而閃電是特別的，這指明在特別的時候，也許有特別的光，這光忽然一閃，叫別人驚奇。
５．活物奔走，因爲他們有能力和衝擊力。
Ａ．我們行動或作任何事都不可彰顯己；反之，我們必須在父的生命同著父的性情裏作事，以彰顯父；這就是榮耀，在這榮耀裏我們都是
Ⅴ．我們要與別人配
一。約翰 17:21 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22 你所賜給我的榮
搭，就必須否認己，經
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來，
歷十字架的對付，並且
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憑著鷹翅所表徵神的
Ｂ．我們要與別人配搭，就必須接受赦免人的主作我們赦免的生命，好赦免別人，並尋求被人赦免，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裏作仲裁。
恩典和能力而生活行
Ｃ．我們要與別人配搭，就必須對付我們心中的偶像，因基督將萬事看作虧損，並將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事：
Ｄ．我們若住在神裏面，倚靠神，定居在神裏面，並彰顯神，我們就能在神裏面配搭在一起。
Ⅵ．活物隨從靈（the spirit）
，指明我 Ａ．我們的靈像宇宙一樣廣大；神住 １．聖經每說到『你們的靈』時，乃是包括所有聖徒的靈。
們要在基督的身體裏與人配搭，就需要 在我們靈裏，我們的靈乃是今日的耶 ２．
『[ 羅馬八章十六節] 「我們的靈」一辭包括保羅的靈、路德馬丁的靈、衞斯理
憑著靈（the spirit）而行，並照著靈 路撒冷：
約翰的靈、倪弟兄的靈、你的靈和我的靈』―以弗所書生命讀經第 24 篇。
（the spirit）而行：
Ｂ．以弗所書啓示，我們必須在調和的靈裏，而在爲著基督身體實際的調和裏：
Ａ．在馬太十二章二十八節，神聖 １．主靠另一位，並爲另一位趕鬼，這種方式給我們看見祂行動不是單獨的，乃是謙卑且無己的。
三一憑神聖的配搭而行動，乃是 ２．作爲神聖三一中心的子，完全不靠自己、爲自己或歸給自己；凡祂所作的，都是靠著神的靈，並爲
給我們跟隨的絕佳和美麗榜樣； 著父神的國。
這是元首基督爲我們作爲祂身體 ３．這給我們看見在神聖三一裏的和諧、美麗和優越。
Ⅶ．我們要與別人配
肢體的配搭，所設立的美好榜 ４．今天在召會生活裏，由於缺少正確的配搭，基督的身體還沒有充分的建造起來。
搭，就需要與配搭的三
樣：馬太12:28 “看哪，我的僕人，
一神是一：
我所揀選，我所愛，我魂所喜悅的； ５．我們可能照著神的旨意作一件事，但我們所作的不該靠自己，乃該靠一些其他的人；不僅如此，我
我要將我的靈放在祂身上，祂必將公 們所作的也不該爲我們自己，乃該爲神在地上的權益、權利。
理宣佈與外邦。
Ｂ．每一天，我們必須從自己出來，進到互相內在並配搭的三一神裏。
１．聖別的火成
了聖別的光：

經歷①在四活物配搭中行動：有一個難處是：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要包攬
每件事，就是一點也不作。包攬每件事的人，就是要往每個方向行動。…
活物行動的時候，直往前行；他們並不轉身。一個活物領頭直往東走，
其他的活物也往這方向行動。這指明在配搭裏，每個人都合式的盡功
用。
在職篇：在公司裡的許多專案中，你必須要理解你在專案裡的位置(定
位 positioning)。你若是專案的組長，應該要發揮領導能力積極地往
前。如果不是組長的話，你應該要旁行或是退行。旁行、退行的時候，
你必須要這樣做才行。關於這一點，你若是沒有用十字架對付想引人
注目、驕傲、自大等事，就無法進而旁行、退行。許多專案不是只有
你自己在執行，還需要多數人的協助。四活物配搭的原則，也應該適
用於你在公司的功用。事實上，四活物的配搭是最理想的組合。
②四活物的配搭的實際是在交通裡：一位同工要作甚麼，就該與其他同工
交通。長老該與其他長老交通。交通調節我們，交通調整我們，交通使
我們和諧，交通把我們調在一起。…交通要求我們要作甚麼的時候先停
下來。在召會生活裏、在主的工作中，我們在配搭裏都必須學習，沒有
交通就不要作甚麼。在我們中間，該有基督身體所有個別肢體的調和，
在某些地區內眾召會的調和，眾同工的調和，以及眾長老的調和。…我
們若將自己孤立隔離，就會失去許多屬靈的益處。
婚姻生活∕團體生活篇：夫妻應該要彼此敞開交通。若是一個人來決定，
雖然就不需要交通，但是因為夫妻之間沒有調整，就無法同心合意。妻子
是丈夫的幫手，為了使丈夫因著妻子得到幫助、互補，必須要藉著交通來
調整、調和。交通中重要的事是，要接納彼此的差異、敞開交通。藉著交
通，你就有分於身體的實際、四活物配搭的實際。請你務必要持守這樣的
交通、經歷被調整。如此一來，你就得到妻子的幫助，得已經經歷被互補。
例如，你是個很重細節的人，主安排了一個粗枝大葉的姊妹給你。若是仔
細觀察粗枝大葉，就只看到缺點浮現出來。但是，從別的觀點來看，粗枝
大葉的人能夠看見大局，用鳥瞰的眼光看事情。你要暫時先從自己重細節
的觀點抽離，在鳥瞰地看事物上從妻子那得到幫助。這個原則，不只妻子
互補丈夫，也適用於丈夫幫助妻子或是其他的團體生活。

③火炭的焚燒至少作三件事：第一，它燒去一切消極的事物。一樣東西
若放在一堆燒𤏲的火炭上，那樣東西就會被焚燒。召會中若有正確的配
搭，就會有一種焚燒，燒去世俗、肉體、己的目的、己的目標、驕傲、
意見和誇耀。各種消極的事物都會藉著配搭燒去。任何與神和神的性情
不合的東西，都會被燒𤏲的火炭這聖別、煉淨的火燒去，惟有出於神的
纔會存留。這是召會生活正確的光景。第二，配搭的焚燒使我們火熱，
使我們極其熱切。沒有冷淡和不冷不熱，每個人都被燒𤏲，並且焚燒。
別人來到召會，就看見他們不能停留，除非他們願意被焚燒。…這個焚
燒不允許你像老底嘉召會那樣不冷不熱，沒有火熱，沒有焚燒。第三，
在配搭裏的焚燒產生召會的能力和衝擊力。地方召會中的衝擊力來自焚
燒。這能力是內在、奧祕的，因爲它來自焚燒。你若要有衝擊力，就必
須配搭，在這配搭裏你會成爲焚燒的。然後從這焚燒中就有衝擊力和能
力。消極的事物會被燒燬，你會被燒𤏲，你也會有能力和衝擊力。
國高中生篇：火炭若是沒有和其他火炭放在一起，就無法焚燒，會滅
掉。這事表示你需要有與屬靈同伴一起的團體召會生活。你在忙著準
備考試期間時，絕不可以隔離起來。被隔離的火炭就焚燒不起來了。
藉著團體生活中相互被焚燒，你會得到三種益處。第一，自己無法對
付裡面的高傲、偏見、罪等等。但是火炭能夠將你裡面各種消極的事
物燒盡。第二，這火能夠救你脫離不冷不熱的狀態。不冷不熱的人無
法使自己和他人積極地進步。第三，配搭裡的這火會給你衝擊力和能
力。為了要突破大學入學考試等等重大的關卡，你需要衝擊力。這衝
擊力是從配搭裡的火而來的。
④成全成為一：我們若盼望與別人是一，就需要從己裏面遷出來，進
入父神裏。沒有人能替我們遷移；我們要自己負責。當我們從自己裏
面遷出來，進入父裏面，並進入父的榮耀時，我們就是一，甚至被成
全成爲一。
奉仕編：與弟兄姊妹一起配搭服事的秘訣，就是從己出來進入神裡面。
只有神能夠將你與其他肢體成為一。你的責任就是從己裡出來，進入
神的裡面。這樣在一裡，神就會大大地祝福你的服事。哈利路亞！

606 召会 ― その建造
１
自己, てん然を捨て, けんぞうされて,
ともにみやとなり, えいこう満たす。
たかぶり, たんどく, とく異せいを捨て,
主の権威にふくし, 主の住まいとなる。
２
せい長し, 変えられ, 供給し, 建造され,
機のうを果たして, ひとをじょう就す。
自分にぞくすもの, たかくひょう価せず,
すべてかたよらず, きん衡をたもつ。
３
かしらにつながり, 主の豊富, 享受す;
かみ増しくわわり, 円じゅくにいたる。
主のあいを知って, かん全にせい長し,
キリストの豊満の 身のたけとなる。
４
み住まい, からだに, けんぞうされて,
主のうつわとなり, えい光あらわす。
はなよめ, みやこは, いまや地上にあり,
なが栄こう照らし, ひとにかがやく。

606 召会 ― 建造
1
救我脫離自己、天然，主阿，我願被建造，
同眾聖徒作你聖殿，為著充滿你榮耀。
救我脫離乖僻個性，脫離驕傲與單獨；
使我甘願服你權柄，讓你有家可居住。
2
生命供應，活水流通，長進、變化又配搭；
守住等次，盡我功用，成全別人，不踐踏。
自己所經，自己所見，所是、所有並所能，
不再高估，不再稍偏，接受一切的平衡。
3
持定元首，聯絡供應，享受基督的豐富；
充滿神的一切豐盛，因神增加得成熟，
同嘗基督莫測大愛，賞識基督的闊長；
長大成人，不作嬰孩，滿有基督的身量。
4
作神居所，作你身體，主阿，我願被建造，
成為你的團體大器，讓你來顯你榮耀。
聖城景色、新婦榮美，今在此地就彰顯，
透出你的榮耀光輝，將你照耀在人間。

840 The Church – Her Building
1
Freed from self and Adam’s nature,
Lord, I would be built by Thee
With the saints into Thy temple,
Where Thy glory we shall see.
From peculiar traits deliver,
From my independent ways,
That a dwelling place for Thee, Lord,
We will be thru all our days.
2

By Thy life and by its flowing
I can grow and be transformed,
With the saints coordinated,
Builded up, to Thee conformed;
Keep the order in the Body,
There to function in Thy will,
Ever serving, helping others,
All Thy purpose to fulfill.

3

In my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 would not exalted be,
But submitting and accepting
Let the Body balance me;
Holding fast the Head, and growing
With His increase, in His way,
By the joints and bands supplying,
Knit together day by day.

4

By Thy Spirit daily strengthened
In the inner man with might,
I would know Thy love surpassing,
Know Thy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Ever of Thy riches taking,
Unto all Thy fulness filled,
Ever growing into manhood,
That Thy Body Thou may build.

5

In God’s house and in Thy Body
Builded up I long to be,
That within this corporate vessel
All shall then Thy glory see;
That Thy Bride, the glorious city,
May appear upon the earth,
As a lampstand brightly beaming
To express to all Thy wor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