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而可畏的轮子 (詩歌552) 

Ⅰ．整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陈

明神的经纶和祂在地上行动以执行祂经
纶的完整图画： 
弗 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
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
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
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Ａ．在以西结书，神的经纶与神在祂经纶
中的行动，乃是由轮所表征： 

结 1:15 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四
个脸旁各有一轮在地上。 

１．这个大轮的轮轴表征基督作神经纶的中心；轮辋表
征基督的配偶，就是召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２．由轮轴伸展到轮辋的轮辐表征作基督肢体的许多信
徒。 

Ｂ．在活物旁边，有轮在地上出现，指明神在地上的行动，是随着四活物的配搭。 

Ｃ．轮的行动含示有目的的特别行动。 

Ｄ．轮的行动也含示这行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Ｅ．轮在活物的四个脸旁，指明我们若要有主的行动，首先必须活出主，彰显主。 

Ⅱ．在每个活物
旁，有高而可畏
的轮子： 
结 1:16 轮的样
子和作法，看来

好像水苍玉。四
轮 都 是 一 个 样
式，样子和作法
好像轮中套轮。
17 轮行走的时
候，乃是向四方
直行，行走时并
不掉转。 

18 至于轮辋，高
而可畏；四个轮
辋 周 围 满 了 眼
睛。 

Ａ．轮子的行动，乃是主以祂自己作我们的力量、能力和供应，为着祂永远的定旨，而有之特别、不平常的行动。 

Ｂ．我们的神是活的，我们的主是行动的，并且那灵正在作工，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Ｃ．神的行动乃是祂在人身上经纶的行动，要使人成为神，以产生一个新人，好使神在基督里得着祂团体的彰显和行政。 

Ｄ．每一个地方召
会和每一位个别
的信徒，都该有高
而可畏的轮子随
着他们： 

徒 13:1 在安提阿
当地的召会中，有

几位申言者和教
师，就是巴拿巴和
称呼尼结的西面，
古利奈人路求，与
分封王希律同养
的马念，并扫罗。

2 他们事奉主，禁
食的时候，圣灵
说，要为我分别巴
拿巴和扫罗，去作
我召他们所作的
工。 

１．我们要有分于主的行动，就必须与主有个人、情深、私下并属灵的关系。 
歌 1:4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他的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
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 

２．我们要有
分于主的行
动，就可以在
祂的出去里
出去，在祂的
给与里给与，

并在祂的祷
告里祷告： 

ａ．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祂，借着留意我们的灵并借着尊基督为头和身体，
而过祭坛和帐棚的生活。 

ｂ．我们必须作乐意施与的人，成为在真理上的同工。 

ｃ．我们需
要 借 着 祷
告 与 主 合
作，以执行
祂的行动，
与 行 动 的

神 一 同 行
动，为着成
就 祂 的 经
纶，正如在
使 徒 行 传
里所见的： 

(1）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带进那灵浇灌的祷告。 
徒 1:14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
同心合意，坚定持续地祷告。 
2: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着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
说起话来。 

(2）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使地震动，并使门徒得着圣灵加力，放胆讲
说神的话的祷告。 

(3）我们需要专心致力，坚定持续地祷告，并尽话语的职事。 

(4）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将彼得带到魂游象外，并将属天的异象带给
他的祷告。 

(5）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为彼得开了监牢门的祷告。 

(6）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将五位申言者和教师带到主的使命里的祷告。 

(7）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带进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都摇动的祷告 

(8）我们所需要的祷告，乃是将保罗带到魂游象外，并带到主对他的说话
里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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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高而可畏的
轮子在地上，表

明神需要在地上
行动： 
结 1:15 我正观
看活物的时候，
见活物的四个脸
旁各有一轮在地
上。 
太 6:10 愿你的

国来临，愿你的
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Ａ．主行动时显出来的样子像水苍玉；轮有水苍玉的样子，指明轮子无论行动到哪里，都带着主显出来的样子。 

Ｂ．四轮都是一个样子，指明在每一个召会中，主的行动都有同一个样式和样子。 

林前 11:16 若有人想要强辩，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召会也没有。 
14:33 因为神不是混乱的，乃是和平的。 

Ｃ．轮中套轮表明

主在我们的行动
中行动： 

１．内里的轮子（主作轮轴）乃是外在轮子（召会作轮辋）行动能力的源头。 

２．以利亚在祷告里祷告，意思是主的祷
告在他的祷告里；这就是轮中套轮： 
雅 5:17 以利亚是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

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三年零六
个月不降在地上。 

ａ．以利亚不是凭自己的感觉、思想、意愿、情绪，或任何
来自环境和情况的刺激，为着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祷告。 

ｂ．以利亚乃是在主所赐给他的祷告里，为了成就主的旨意
而祷告。 
罗 8:26 况且，那灵也照样帮同担负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

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
代求。 
27 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祂是照着神为圣徒
代求。。 

３．内里的轮子是使轮子转动的马达、发
电机： 

ａ．我们的行动若是真实的，在我们的行动里就必定有主的
行动。 

ｂ．在召会生活里，主耶稣是轮轴—轮中的轮；我们是轮辋。 

Ｄ．轮向四方直行，行走时并不掉转，指明在配搭里的行动，不需要掉转。 

Ｅ．我们在自己里面该是微小的；但在我们旁边的轮子，也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经纶的行动，该是高而可畏的。 

Ｆ．高而可畏的轮辋满了眼睛，指明我们若在主的行动上与
祂是一，我们就有祂神圣的洞察眼光、远瞻眼光和启示：弗
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
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１．我们越有分于主的行动，就越得光照。 

２．我们越行动，就越能看见。 

Ｇ．轮随着活物，指明神工作的行动在于我们的行动；这也指明我们若在信心里行动，主就要随着我们行动。 

Ｈ．轮随着活物，活物随着灵，但灵在轮中：
结 1:19 活物行走的时候，轮也在旁边行走；活

物从地上升的时候，轮也上升。 
21 那些行走的时候，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的
时候，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的时候，轮
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１．这指明主在我们行动中的行动，乃是照着成为肉体的原则。 
结 1:20 灵往那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 

２．这也指明我们与主是一，祂也与我们是一。 

３．主随着我们，我们随着灵，而灵在轮中。 

４．这就是主今天在地上的行动，这也就是主的恢复。 

  



经历 

①高而可畏的大轮： 

整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陈明神的经纶和祂在地上行动以

执行祂经纶的完整图画。在以西结书，神的经纶与神在祂经纶中的

行动，乃是由轮所表征。这个大轮的轮轴表征基督作神经纶的中心；

轮辋表征基督的配偶，就是召会，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由轮轴

伸展到轮辋的轮辐表征作基督肢体的许多信徒。 

中高生篇： 

神的经纶就如大轮，其中心是基督，轮辋是召会，轮辐是信徒。你

要过以基督为中心，以建造召会为目的的学生生活。如果你过着没有见证的

虚妄生活，你就无法成为连接轮轴之基督与轮辋之召会的轮辐。作为信徒你

的日常生活对于神的经纶是极其重要的。在召会生活中，你即使还是个幼小

的肢体，也绝不可以轻看自己。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一位信徒，克拉克博

士曾说过: “ Boys be ambitious in Christ,”。你要看到大车轮之

神经纶的异象，有份于神经纶的行动作为你终身目标。这样，你的学生生活

就会在神经纶的行动中大大地被祝福。你一定不要认为，“神经纶的大车轮对

我来说太大了，比起那个对我来说考试及格，能找个好工作更现实更重要”。

神只会在神的经纶中祝福你的学业和工作。  

你要这样祷告:“Oh Lord Jesus, I want to be ambitious in 

Christ. Lord, I need to see the vision of the high and awesome 

wheel. I will be so blessed if I am in the move of the Lord. 

Lord, always keep me in Your economy. Amen!” 

 

 

②随着神经纶之特别行动的车轮行动： 

活物不只用一种方式行动。首先，他们因着有鹰的翅膀，能凭着

飞翔而行动。他们也能借着牛犊的蹄行走而行动。这两种行动的方

式都是平常的。但是当他们有特别的行动时，他们是凭着轮子行动。 

你在工作时，需要天天靠着鹰翅和牛蹄行动。你若这样行动，你

的同事会看见你身上有一个东西是有能力的。你能忍受别人所不能

忍受的，你能忍耐别人所不能忍耐的；因为你有鹰的翅膀。他们也

知道，在你的性格和行为上，你是诚实、正直、坦诚、纯诚，而不

弯曲的。他们会在你身上看见鹰的翅膀和牛犊的蹄，因而在他们的

良心里被你说服。除了这种在工作上的行动，你也该有另一种特别

的行动，就是轮子的行动。至终，因着你有轮子的行动，你的一些

同事可能被主得着。 

在职生活篇： 

在外企取得成功的职业女性是 2010 年 11 月得救的。姊妹在得救

前因看到了主对上司弟兄祝福以及可畏的主的行动而得救。 

  主里的弟兄，在业界最强公司的卓越成绩被刊登在公司 50 周年发

展史上（2010）。这家公司的员工很多都是像哈佛大学这样世界第一

到前 10 位的硕士毕业生（当时东京大学是世界排名 20-30 位）。在

这样优秀的公司里，历代有 7 位被选拔刊登到公司发展史上。除了

弟兄以外，其余全是美国员工。像这样的事一般是不可能的，但是

在大车轮的行动中就发生了。那之后，这位姊妹就得救了。姊妹一

得救，就为主所用。哈利路亚！ 

 

③轮中套轮： 

以西结一章十六节下半说，“四轮……好像轮中套轮。”四轮好像

轮中套轮，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轮中套轮这件事，应用到

召会生活上。召会若是正常而行动的，在召会里的行动就是主的行

动。这意思是说，在我们的行动中有主的行动。当我们行动时，主

就在我们的行动中行动。内里的轮子是行动能力的源头。这意思是

说，内里的轮子是使轮子转动的“马达”。我们的行动若是真实的，

在我们的行动里就必定有主的行动。…在召会生活中，主耶稣是轮

轴—轮中所套之轮；我们是轮辋。召会若不与主一同行动，召会就



轮辐：基督的配

偶，召会，基督

的身体 

轮辋：基督肢体的

许多信徒 

轮轴：基督 

无法往前，因为没有轮中套轮。但是召会与主耶稣一同行动时，主

就成为轮中所套之轮。…没有什么能拦阻或阻止这种行动。 

 

服事篇： 

在召会生活的服事上，必须要有领导团队。他们的责任就是在主

的行动中执行服事。他们的服事需要对轮中套轮的行动担负责任。

新人和在主里没有成长的圣徒不能担负这样的责任，绝不能与领导

力有关联。他们应该跟随领导团队的带领，旁行。 

  无论你是领导团队，还是周边的服事者，在服事上若有车轮，马

达之主的行动，谁也不能妨碍这个服事，可以把大大地祝福带到召

会生活中。阿们！ 

时事问题： 

韩国宪法裁判所决定了朴总统的罢免： 

上周韩国宪法裁判所决定了朴总统的罢免。虽然8个裁判员中需要有6人以上

赞成，但是这次全票赞成。宪法裁判所宣布这是国民的胜利。一连数日上百万人

在总统府前的朴总统罢免运动成为关键原因。对位于东亚的日本来说，中国，韩

国，北朝鲜，台湾等国的政治局势是很大的话题。在任总统的罢免在韩国历史上

还是首次，不仅仅对韩国民众来说是一个冲击，对我们来说也是件大事件。 

  我们应该理解世界的动向是随着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而动的。因为我们并

非支持哪一特定政党，所以不便详细的评论，但是从这个动向可以看到民主化的

进展。 

在但以理书中大人像的异象里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铁里混杂着泥指的

是民主化。最终，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

碎(但2:31-35)。现在，我们就是在时代终结之像的脚的这部分。这些民主化最

终会带来主的再来和神国度的到来。 

为了主的再来我们需要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在我们的魂里储藏油，也就

是魂被变化，在生命里成长。另一方面，在服事上殷勤，扩增召会人数，建造召

会。 

我们需要在世界局势的大变动中，注意在这两方面是否有进展。否则，就会偏

离主的终极行动。 

我们看到这件事背后的神圣行动，就应该更加在主里火热，传扬福音。也为韩

国众召会的更加往前而祷告吧。 

 

图:神经纶的大车轮 

 

A． 大轮的轮轴表征基督作神经纶的中心。 

B． 轮辋表征基督的配偶，召会，基督的身体。 

C． 基督肢体的许多信徒，就是轮辐，由轮轴伸展到轮辋，伸展

到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