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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鷹翅表徵基督
復活的大能，神生
命的大能應用在我
們身上，成了我們
的恩典:
出埃及记 19:4 我
向埃及人所行的
事，你們都看見
了，且看見我如鷹
將你們背在翅膀
上，帶來歸我。
以賽亞書 40:31 但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
重新得力；他們必
如鷹展翅上騰；他
們奔跑卻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Ⅱ.人的手的屬靈
意義是:正常的基
督徒該一直作恰如
人所當作的事:
使徒行傳 20:34 我
這兩隻手常供給我
和同伴的需用，這
是你們自己知道
的。

以西結書 1:8 在四

鷹翅、人手和牛腿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5

A.聖經說到能力的靈，是以鷹爲那靈的表號。
B.當神把以色列人從埃及救出來，帶他們到西乃山歸祂自己時，對他們說，祂如鷹將他們背在翅膀上；這是恩典的話，讓他們知道，祂對他們
滿了恩典。
C.詩篇一百零三篇五節說，神能使我們滿足，以致我們如鷹返老還童；藉著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我們有可能如鷹返老還童。
詩篇 103:5 祂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滿足，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
1.等候耶和華永遠的神，意卽我們了結自己，就是停下我們自己的生活、工作和行動，接受神在基督裏作我們的生
D.『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
命、人位和頂替。
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
希伯來書 12: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
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
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倦，行走卻不疲乏』:(以
2.這樣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甚至到一個地步，必如鷹展翅上騰；他這樣一個變化過的人，不僅行走奔跑，更在
賽亞書 40:31)
諸天之上翱翔，遠超每一屬地的阻撓。
E.我們所是的和我們所作的，不該照著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才能，乃該憑著神的恩典，因爲我們不憑自己或任何別的事誇口，而只在主裏誇口。
哥林多後書 10:17 但誇口的當在主裡誇口。
1.一面，主的恩典是我們行動的能力；另一面，主的能力是我們的保護，我們的藏身之處。
哥林多前書 15:10 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
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F.主的恩典、能力和力量 哥林多後書 12: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誇我
是爲著行動，也是爲著遮 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蓋我們:
2.四活物前面的臉乃是人的臉，但身體是鷹的身 A.活物看起來像人，行動卻像鷹。
體:
以西結書 1:11 他們的臉就是如此。他們的翅膀向 B.兩個翅膀爲著行動，兩個翅膀爲著遮蓋，指明我們有些奧
上展開；各有兩個翅膀彼此相接，兩個翅膀遮體。 祕，給別人一個印象，就是那神聖者的印象。
A.保羅的著作指明，卽使他經歷鷹翅，他在生活中仍然非常有人性，走人性的路，並且盡人的本分作事。
B.無論神的恩典多麼與我們同在，無論主 1.在鷹翅以下該有人手，這些手該一直作工。
多麼加我們能力，我們仍必須盡我們作人
2.我們需要有主加力的恩典作翅膀，也需要有人手，以人的方式與神合作。
的本分:
C.最高的人性乃是神性加上人性，並且神的屬性從人的美德裏彰顯出來。
腓立比書 4: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宜人。主是近的。
D.基督徒的人性不是指我們原有的長處，乃是活在我們裏面，並且從我們裏面活出來的基督。
E.我們都必須學習作有人性的基督徒，按照耶穌的 1.破壞人性就是毀壞神爲著祂的經綸所創造的憑藉和管道。
人性，就是祂在復活中的人性生命，過耶穌那樣的 2.我們越屬靈，就越有人性。
人性生活:
A.一面，我們有神的性情；另一面，我們是正常的人。
3.私我們若要活
哥林多後書 4:10-11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
基督，就必須學 B.我們有神的性情和神的生命，這不是說我們就不再需要有人性。
耶穌的生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因為我們這活
習 真 正 的 有 人 C.我們需要憑神的生命和性情過真實的爲人生活；這樣我們就能過最
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
性:
高的爲人生活，像主耶穌的人性生活一樣。
在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F.基督到我們裏面來作生命時，祂是永遠的生命帶著神聖的生命和性情，也帶著屬人的生命和性情；現今我們奇妙的救主在我們裏面作生命，
安靜、正常、平常並且以非常合乎人性的方式生活、行事、行動並作工。

面的翅膀以下有人
的手。這四個活物
各有臉面和翅膀如
下.

G.因著耶穌尚未在復活裏得著榮耀而還沒有的那靈，乃是帶有耶穌之人性的那靈；今天那靈已由耶穌那得著榮耀的人性所構成。
1.耶穌的靈是指成爲肉體之救主的靈，這靈作爲在人性裏的耶穌，經過了人性生活和十字
H.我們必須經歷神的靈作爲耶穌的靈:
架上的死。
使徒行傳 16: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試著要往
2.這指明在耶穌的靈裏不僅有神的神聖元素，也有耶穌的人性元素，以及祂爲人生活並受
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死的元素。
A.使徒保羅說到用正直的牛腿行事爲人。
A.我們在神面前學到甚
1.鑑別力的養成乃是根據學習和經歷:
希伯來書 4:12 因為神的話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 麼程度，經歷到甚麼地
B.牛腿不僅是直的，而且也分瓣，分蹄； 利，能以刺入、甚至剖開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 步，我們的鑑別力就達到
Ⅲ.牛腿的屬靈意義 分蹄表徵在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中，我 能辨明。
甚麼地步。
是:我們行事爲人該 們需要能分辨在神眼中甚麼是對的，甚麼 希伯來書 5:14 只有長成的人，纔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 B.最厲害的鑑別力是出
像牛一樣有正直的 是錯的:
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於最厲害的對付。
腿；我們不該照著我 利未記11:4 但那反芻或分蹄之中不可喫
A.辨識就是感覺事物的能力；希臘文的『辨識』意指『敏銳的知覺，道德的機智』
。
們人彎曲的腳行事 的乃是這些:駱駝，因為反芻卻不分蹄， 2.『我所禱告
(1)這知識和辨識就是基督自己；當我們經歷基督，祂就成了
的，就是要你
爲人，乃該用牛腿行 對你們就不潔淨。
我們的知識和辨識，就是洞察事物的能力。
腓立比書 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 們的愛，在充
事爲人:
B. 根 據 保 羅 的 (2)我們越經歷基督，就越不會憑著自己的聰明辨識事情，乃
以西結書1:7 他們 的愛，在充足的知識並一切的辨識上，多 足的知識並一
話，我們該用滿 是憑著住在我們裏面的基督辨識事情。
切的辨識上，
的1腿是直的，腳掌 而又多的洋溢、
有知識和辨識的 加拉太書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好像牛犢之蹄，燦爛 哥林多前書2:14 然而屬魂的人不領受神 多而又多的洋
心思來愛: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
的靈的事，因他以這些事為愚拙，並且他 溢』(腓立比書
如明亮的銅。
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
哥林多後書1:12 我 不能明白，因為這些事是憑靈看透的。15 1:9)
捨了自己。
們所誇的，是我們的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
3.我們需要分辨倫理與基督之間的不同，因爲倫理的教訓不是出於基督、那靈、復活或新造。
良心見證我們憑著 他。
加拉太書 6:15 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要緊的乃是作新造。
神的單純和4純誠，
4.羅馬八章啓示，辨識一件事最好的路—辨識的祕訣—就是按著生命或死亡來辨識。
在世為人，不靠屬肉
C.牛犢之腿『燦爛如明亮的銅』
；這指明我們的行事爲人需要被主試驗並焚燒，使其能像照耀的銅，光照並試驗人。
體的智慧，乃靠神的
恩典，對你們更是這 以西結書 1:7 他們的 1 腿是直的，腳掌好像牛犢之蹄，燦爛如明亮的銅。
1.牛犢是年輕、滿了活力、滿了精力的；這指明我們基督徒的行事爲人該是『跳躍的行事爲人』
，滿了生命的行
樣。
事爲人。
D.在聖經裏，牛犢表徵新
瑪拉基書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升起，其翅膀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如圈裏的肥牛犢出來跳
鮮、活潑、有活力:
躍。
2.我們若享受恩典並活在神面前，我們就總是新的、新鮮的，在我們身上沒有老舊。
Ⅳ.作爲四活物，我們若有鷹翅、人手和牛腿，我們就能配搭，並成爲一個團體的實體，以完成神的經綸。

经验
①不靠自己的智慧、力量、能力，而是靠着主的恩典、能力、力量:
「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是徒然的；反
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哥林多前書
15:10)。這是鷹的翅膀。我們所作的和我們所是的，不該照著自己的智慧、能力
和力量，乃該憑著主的恩典、能力和力量。所以，就如保羅所說，我們若誇口，
就當在主裏誇口(一 31)。我們不憑自己或任何別的事誇口，而只在主裏誇口。
今天祂的能力、力量和恩典，對我們乃是鷹的翅膀。
在职篇:你在公司执行很复杂的业务时，如果你靠着自己的智慧、力量、能力去
做的话，你就无法经历主的恩典。因为「因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
人強壯」(哥林多前書 1:25)，所以你必须要取用主的恩典作能力，并在业务的
执行上经历祂。比如，有个工作不是你能胜任的，即便你不想去做，还是要向主
敞开并如下祷告、
「主耶稣，这个业务对我来说难度很高，我觉得我做不到。但
是，我要把上司给我的这个任务作为经历主恩典的机会。在执行业务时，要呼求
主名、操练自己的灵、将心思联于灵。请让我经历主的恩典作我的智慧、力量、
能力。阿们!」
。
提摩太後書 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②在日常生活中盡我們作人的本分:有時候一些年輕人也許幻想，他們因著尋求
主，就不需要用功讀書。他們也許盼望，甚至不讀書，也能以高分通過考試。這
種態度是錯誤的。年輕人，無論你多麼尋求主，愛主，並顧到主，你仍須在學業
上殷勤。這就是說，無論神的恩典多麼與我們同在，無論主多麼加我們能力，我
們仍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盡我們作人的本分。譬如，我們該以人的方式，照著人的
原則喫健康的食物。我們若不以常人的方式正確的喫，卻想要像天使一樣行動，
我們就會生病。我們必須以常人的方式作事。在鷹翅以下該有人手，這些手該一
直作工。這是平衡的。
中高生篇:学生的本分是学习。虽然你也有需要去参加社团活动、和朋友度过愉
快的时光，但是你绝对不能懈怠逃避你学习的本分。因为你不是天使而是人，你
每天都应该踏踏实实地勤奋学习。不要期待成绩会奇迹地提高。四活物的翅膀下
有人的手，那手不断地以人的方式工作。
无论你在考试期间有多忙，但为了每天的晨兴，每天早晨请至少花 5～15 分钟跟
弟兄姊妹一起祷读主话。主在你灵里，每一天都会一点点的扩充到你心里的各部
分。在主里的成长是通过每天的积累，所以每天早晨请一定要呼求主名、祷读主
话。生命的成长不是变身，需要时间。在学习上，要提高成绩，原则也是同样的。
你不要认为人的方式很麻烦，因为神的经纶不是藉着天使的手，而是藉着人的手
去执行。换句话说，你每天的劳苦，主会纪念并祝福。

③成为有人性的基督徒:我們都必須學習有人性。事實上，我們越屬靈，就越有
人性。我們若要活基督，就必須學習真正的有人性。主耶穌在地上時，是滿有人
性的。
我們可能希奇，爲甚麼我們所得著的永遠生命是屬神性也屬人性的生命。正因爲
如此，這生命在我們裏面不僅能安靜、正常的運行，並且也是以合乎人性的方式
運行。奇妙的救主在我們裏面作生命，安靜、正常、平常並且以非常合乎人性的
方式作工、行動、生活並行事。
大学・研究生篇:你在学生时代要学习经历耶稣的人性、成为正常的有人性的基
督徒。腓立比書四章八节说道、
「末了的話，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
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
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同学被欺负了很可怜，你
就应该要顾惜他。也要对那个欺负人的表示愤怒。应该「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
哀哭的人要同哭」(羅馬書 12:15)。日本人缺少这种人性的感觉以及对人正常的
关心。在学校被欺负而自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同学的漠不关心。然而，你因得救
成为了基督徒，就要经历耶稣的人性、成为有人性的人。换句话说，你必须能够
和人同喜乐、愤怒、悲伤。神会大大地使用这种正常的人。阿们！
④牛腿是直的，并分蹄:我們行事爲人都該像牛一樣，有正直的腿。我們不該用
人的腿行事爲人。人的腿是好的，但人腿多少有點彎曲。人的聰明是彎曲的。這
就是爲甚麼保羅說，他爲人不靠屬肉體的智慧，就是不靠人的聰明。我們基督徒
的行事爲人該是正直、坦率的，不該是彎曲或聰明的。我們若讀四福音，就會看
見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行事爲人非常正直。祂一步一步的行事爲人都是正直的。
祂用牛腿行在地上。
牛腿除了正直以外，也分蹄或分瓣。照著利未記十一章四至六節，任何不分蹄的
動物都不潔淨。像牛羊這樣潔淨的動物有兩個特徵:反芻和分蹄。分蹄表徵在我
們同著主的行事爲人中，我們需要正確的分辨，好將對的事與錯的事，潔淨的事
與不潔淨的事分開。不分蹄，如駱駝的蹄，就是行事爲人沒有分辨。我們在基督
裏的信徒，需要有一種行事爲人，能分辨在神眼中甚麼是對的，甚麼是錯的。
服事篇:你在召会生活的服事上，应该要有牛腿、正直地行事为人、拥有鉴别力。
正直的行事为人是指不能将不纯的动机、野心、争竞带进服事里。不要认为这些
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理所当然的，
带进服事里也理所当然。
在召会生活和服事上，
应当以单纯的心追求主。你也需要有鉴别力。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
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羅馬書 12:2)。
没有鉴别力的话，你的服事会轻易被撒旦搅扰，陷入混乱中。

376 キリストを経験する―恵みとして
1
めぐみとは御子にあり
たまわるかれご自しん;
事ぶつや環きょうでなく，
主がわが分となること。
2
受にくし，神・人ちょう和し，
ひとにかみを得させる，
主はわがこころに住む，
これこそかみのめぐみ。
3
パロは主をめぐみとし，
すべてちりあくたとす;
「主のためにろう苦すは，
われでなく，主のめぐみ」
。
4
わがうちで主はちから，
真のめぐみ，しんらいす;
めぐみ，わがれいにあり，
みこころじょう就させる。
５
このめぐみ，生ける主は，
ちからづけ，かえりみる;
いちずになれをしたい，
さらに享受させたまえ。

376 经历基督─作恩典
_一_
神所赐恩典，最高的定义，是神在子里所给的自己；
不重在事物，赐于古或今，乃是神自己作我的永分。
_二_
神成为肉身，来与人调和，为给人接受，而将祂得着；
人藉主从神所得的恩典，就是主自己来住我心间。
_三_
在使徒保罗，万事如粪土，恩典之于他，只是神基督；
乃藉这恩典─他所经历主，他为主劳苦，超过众使徒。
_四_
基督在我里，作我的能力，乃是真恩典，够为我赖倚；
这够用恩典在我的灵里，时常加我力，完成神旨意。
_五_
这恩典就是那活的基督作我的一切，时将我眷顾。
主，愿我认识你这真恩典，享你作恩典，一直的增添。

497 Experience of christ - as grace
1
Grace in its highest definition is
God in the son to be enjoyed by us;
It is not only something done or giv'n,
But god himself, our portion glorious.
2
God is incarnate in the flesh that we
Him may receive, experience ourself;
This is the grace which we receive of god,
Which comes thru christ and which is christ
himself.
3
Paul the apostle counted all as dung,
'Twas only god in christ he counted grace;
'Tis by this grace ― the lord experienced ―
That he surpassed the others in the race.
4
It is this grace ― christ as our inward strength ―
Which with his all-sufficiency doth fill;
It is this grace which in our spirit is,
There energizing, working out god's will.
5
This grace, which is the living christ himself,
Is what we need and must experience;
Lord, may we know this grace and by it live,
Thyself increasingly as grace to s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