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有清明的天，其上有宝座 

Ⅰ．壹 “活物的
头以上有穹苍的
样式，看着像可畏
的水晶，铺张在活
物的头以上”—结
一22： 
 

Ａ．在四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天空。 

Ｂ．在活物以上的天空，好
像一大片可畏的水晶，指明
在他们以上有清明、开启和
延展的天： 

１．就垂直一面说，他们与主有彻底的交通，就水平一面说，在他们之间也有清明的交通；他们交通的范围是广阔且稳定的
约1:3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
所有的。7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 
２．当我们有了清明、开启、稳定和延展的天，到这时我们与神之间就不再有阻隔，我们与别人之间也不再有阻
隔。 

Ｃ．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哪一
种的天，乃在于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良心是与我们的天相
联的： 

１．我们必须维持与主有清明的天，也就是说，与主有清明的交通。 
２．我们要有清明的天，就必须对付我们良心里的任何亏欠和定罪。 
３．当我们与主之间一无间隔的时候，我们的天就明如水晶，我们就不仅有无亏的良心，也有清洁的良心。提前
1:5这嘱咐的目的乃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并无伪的信心。 

Ⅱ．贰 “穹苍以下，活物的一对翅膀直
张，彼此相对；每个活物另有一对翅膀在
两边遮体”—结一23： 

Ａ．四活物的一对翅膀直张，为着配搭；这指明我们若在清明、开启、稳定和延展的天之下，就能有完全正直，没有弯
曲的配搭。 
Ｂ．四活物用另外两个翅膀遮盖自己；这指明在配搭中，我们不该显扬自己，乃该隐藏在主的恩典下。 

Ⅲ．叁 “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
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
是哄嚷的声音，像军队的声音”—结一24 
上： 

Ａ．这声音不是个人
的声音，乃是刚强
的，像大水的声音： 

１．声音乃是从相接的翅膀发出的。 
２．任何一个地方召会见证的声音，不该是任何个别信徒的声音，乃必须是团体、配搭之身体的
声音，就是出自正确配搭的声音。 

Ｂ．团体身体的声音成了全能者的声音，就是神自己的声音。 
Ｃ．这声音也是军队的声音，为着神的经纶争战。 

Ⅳ．“活物站住的
时候，便将翅膀垂
下。在他们头以上
的穹苍之上有声
音。他们站住的时
候，便将翅膀垂
下”—结一 24 下
~25： 

Ａ．当活物听
见他们头以
上从清明的
天发出来的
声音，他们便
停下，并将翅
膀垂下： 

１．这指明他们不仅知道如何说话、发声，也知道如何听神的声音。 
启2: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1:10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以赛亚 50:4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唤醒我；祂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
像受教者一样。 
２．每当他们听神的声音时，他们就停止不动，就站住，将翅膀垂下。 
３．他们知道如何凭行动发声，也知道如何借着停住而听神的声音。 
４．在属灵的事上，看见是在于听见；听见比看见更深入，比看见更为亲切。 

Ｂ．清明并开启的天，为主说话，以及听主说话，全是关于交通
的事： 
约一1:7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
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１．真实的交通与真实的配搭有关。 

２．当我们与神有交通，并彼此有交通时，我们中间就有真实的配搭；这样，
我们就能为神说话，并且也能安静地听祂说话。 

Ⅴ．我们要看见神的宝座为着全宇宙中神圣行政的异象： 
启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
位坐在宝座上。 
5:6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中间，并众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
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角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
去的。 

Ａ．启示录揭示神宇宙的行政；这卷书启示，宇宙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运行的。 

Ｂ．在启示录四、
五章里的宝座，乃
是神圣权柄的宝
座： 

１．神的宝座与祂的行政有关，而祂的行政乃是关于祂经纶的事。 

２．宝座上的神在幕后管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 
３．世界局势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宝座上决定的；在神宝座的管理之外，没
有什么事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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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我们属灵经历
的最高点，就是有
清明的天，其上有
宝座： 
结 1:26 在他们头
以上的穹苍之上，
有宝座的样式，像
蓝宝石的样子；在
宝座的样式以上，
有一位的样式好
像人的样子。 

Ａ．这宝座是宇
宙的中心，就是
神所在之处： 

１．主的同在总是随着宝座的，祂的同在绝不能与祂的宝座分开。 

２．主的宝座不仅在第三层天，也在我们的灵里；因此，主的宝座一直与我们在一起。 
来 4:12 因为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Ｂ．我们若有清明的天，就必定有宝座，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宝座的管治和掌权之下。 

Ｃ．神在我们里面有宝座，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有地位掌权。 

Ｄ．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就是让神在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显著的地位。 
Ｅ．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达到这一点，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宝座，意思就是在凡事上完全服从神的权柄和行政。 
Ｆ．我们的天越清明，我们就越在宝座之下；我们越与主有清明的交通，我们就越在祂的权柄之下。 
启22:1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Ｇ．我们若有清明的天以上的宝座，就是蒙了大祝福，我们该为这祝福敬拜神。 

Ｈ．今天完全活
在神管治之下
的信徒不多： 

１．对付良心的目标，乃是要将我们从人的管治，经过自己的管治，一直恢复到神的管治，使我们直接在神的支配之下。 
２．在神完整的救恩里，祂渴望将我们恢复到神圣的管治，使我们能单纯地活在神面前，且在祂直接的权柄之下。 
３．受神的管治，意思是我们凭灵的直觉而活。 
４．我们越受神管治，就显得越有分量、越高贵。 

Ⅶ．宝座不仅为着神在我们身上掌权，更为着神达成祂永远的定旨：
启4:11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
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罗马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Ａ．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照着祂喜悦的旨意。 
Ｂ．神在祂的经纶里管理宇宙，为要成就祂的定旨。 
Ｃ．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若是有宝座，神就不仅能在我们身上掌权，祂也能在我们里面、同
着我们并借着我们，完成祂的定旨。 
Ｄ．我们若要神的定旨和计划在我们里面并同着我们得以完成，我们就必须服从宝座。 

Ⅷ．召会中唯一的权柄乃是在清明的天以
上的宝座： 
马太28:18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
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
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Ａ．在召会中没有属人的权柄。 
Ｂ．我们不该想要管辖别人，只该降卑自己，留在清明的天。 
Ｃ．我们若在清明的天底下，其上有宝座，我们身上就有真正的权柄。 
林后13:10及至那完全的来到，这局部的就要归于无用了。 

Ｄ．我们在神面前的分量，在于我们服神权柄的程度；我们越服从宝座，我们就越有分量。 

Ⅸ．在以西结一章二
十六节之“宝座的样
式”，乃是“像 
蓝宝石的样子”： 

Ａ．蓝宝石是蓝色的，而蓝是指天的颜色，指明神同在的光景和情形。 
出24:10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祂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像天本身一样明净。 
Ｂ．宝座的样式像蓝宝石，表明在属天的光景中神的同在。 
Ｃ．我们若有清明的天以上神的宝座，我们就会是在属天的光景里，有蓝宝石的样子，有主同在的属天情形、气氛和光景。 
Ｄ．我们只该在意主的同在，不在意任何别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只在意清明的天同其上的宝座。 

Ⅹ．天上的宝座借着
并同着活物传输到
地上： 

Ａ．他们在哪里，宝座就在哪里；无论他们往哪里去，宝座都随着他们。 
Ｂ．这样，天上的宝座就与地成为一，因为宝座传输到了地上。 
Ｃ．这必须是今天众地方召会中间的光景，是得胜者中间的光景，也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生活的光景和情形。 



经历： 

①清明的天，乃在于对付我们的良心： 

在得救以前，我们的天昏暗多云，甚至雾气笼罩；也很狭窄，毫无开阔延展。

对我们而言，几乎是没有天，是暗无天日的。但有一天我们悔改认罪，并接受主

耶稣作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彻底认罪之后，我们第一次感觉到，在我们以上

的天是清明的，……〔也是〕延展的。但过了不久，在我们个人身上，在与亲戚、

召会、弟兄姊妹的关系上，也许出了问题，我们的天立即又有了云雾；它虽然不

像得救以前那样云厚黯淡，但也不再清明，乃是重新有了云雾。我们都有这种的

经历。最后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定罪我们的态度、动机、意向和目标这类的事，

并且得着神的赦免和耶稣之血的洁净。 

约一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于是，在我们以上的天又清明起来，我们又在清明的天之下。这时，在我们以上

的天又是开启的，是延展无限的。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该一直有这样清明、开

启并延展的天。一个基督徒有哪一种的天，乃在于他的良心。你的良心是与你的

天相联的。 

高中生篇： 

在你上面能有怎样的天，在于你的良心的状态。在说到良心的问题之前，先说

明关于灵里的三部分。请看下图。 

 

 

 

 

 

 

 

良心是灵的主要的部分，当你和人，和神的关系出错时，有亏欠的感觉。并

且，良心会变多云。这样良心的亏欠，运用耶稣的血被除去，良心就没有云。

交通 是与神亲密交通的器官，直觉能够直接从神获得神的感觉。如果作为灵

的主要部分的良心变多云的话，交通和直觉就不能正常地尽功用。 

 

请读以下有关良心的经节。 

提前1:19 持守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有人丢弃这些，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 

提前3:9 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 

提后1:3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事奉的神，昼夜祈求的

时候，不住的提到你， 

马太5:8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 

箴言22:11 喜爱心里纯洁、口中有恩言的人，王必与他为友。 

提后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义、信、

爱、和平。 

良心感到亏欠时，如果不立刻运用耶稣的血，洁净良心也就是的话，会成为船底

有洞的状态，你的船基督徒生活就会船破，沉没。譬如，对你的父母撒谎，做隐秘

的事，良心立刻感到亏欠，变昏暗。虽然你思考各种各样的的理由，打算使你的谎

言正当化，不过没有用。因为，你能骗父母一时，骗不了神。因为思考好的借口，

没有任何用，请取用耶稣的血，认自己的罪。阿门！ 

 

②在交通和配搭中，成为对人说话，对神听话的基督徒： 

我们的天若是明如水晶，且是延展稳定的，就有两面的后果。一面，清明的天

叫我们能发声；另一面，叫我们能听声。我们对人是说话，对神乃是听话。这意

思是说，我们基督徒应当为神说话，也要听神说话。我们的情形若像以西结一章

里四活物的情形，我们的天就必是清明的；这样，我们就能为神说话，也能听神

说话。我们能说并且能听，乃在于我们有清明的天。 

清明的天，为主说话，以及听主说话，全是交通的事。真实的交通与真实的配

搭有关。当我们与神有交通，并彼此有交通时，我们中间就有真实的配搭。这样，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就能为神说话，并且当神对我们说话时，我们也能安静地听

祂说话。 

约一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

而且我们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5 神就是光，在祂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祂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 

心思

() 
良心 

交通 直觉 

情感 意志 



8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切的不义。 

 

服事篇： 

清明的天，为主说话，以及听主的话，全是交通的事。约翰一书1章启示神圣的

交通，包含着你和神的垂直交通，以及你和信徒同伴的水平交通这两方面。请你操

练有正确的神圣的交通，垂直的交通和水平的交通。譬如，你对有的兄弟姊妹不满

时，要与神有垂直的交通。因为神是光，会暴露从你的黑暗来的所有罪。如果罪被

暴露，请不要说理由，立刻认自己的罪。那样的话，你就能恢复与有不满的弟兄姊

妹的交通。 

你有这样正常的交通，就能Ⅰ)像水晶一样地清明，延展，稳定的天，Ⅱ)为主说话，

Ⅲ)听主的话。 

 

③神服从神的权柄成为有分量的人： 

我可以向你们担保，我们若在清明的天底下，其上有宝座，我们身上就有真正

的权柄。没有什么反对或逼迫能击败我们、动摇我们，因为天和宝座都与我们同

在。在我们以上的天若是清明的，并且有宝座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权柄和分量。

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分量，等于那人服神权柄的程度。……〔一位〕弟兄有分量，

因为他学会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越服从宝座，我们就越有分量。 

工作篇： 

 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有人性，在人的生活里彰显超越的人性。在职青年，在公司里

应该正确服事上司。请读以下的经节。 

哥罗西书 3：22 作奴仆的，要凡事顺从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

讨人喜欢的，乃要凭心中的单纯敬畏主。23 你们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

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24 知道你们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报；你们

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并没有偏待人的事。 

 你不能说因为自己的上司没有能力，如果不换有能力的上司，就没办法服事上司

等理由。当然，因为情况的不同，因为在工作岗位有很多罪，所以要尽快从那里逃

脱，也就是转职。可是，大多数的时候，你需要认不能服事上司的所有辩解，天然

挑选喜好，骄傲和个人主义等罪，缺点，软弱，用耶稣的血洁净良心，正确的服事

上司。请你在服事上司的事上经历耶稣的人性。因为所有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实际

上，你由服事上司就是服从神。越服从权柄，你越能成为有分量，有威严，有权柄

的人。 

張偉霞姊妹的见证： 

我是神户大学的博士课程一年级，从中国河南省来的留学生。4年前，神户大学

读研究生时听到福音得救了。得救之前，我听到从世界的罪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极的

新闻，譬如杀人·淫乱行为·虚伪，就感到失望，尽可能不去看那些东西。另一方

面，因自己里面的罪，不能抵挡时代的潮流，而对随波逐流的自己感到烦恼。这时，

2013年11月我听到福音，悔改，受浸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得救之后，在召会

生活中，慢慢的在主里长大，认识神的经纶，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 

大学的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青年们，是在被主得着或被这个世界

夺走的十字路口上。因着倪弟兄，李弟兄 20 岁左右被主呼召，为着神的经纶在地

上的行动大大地被主使用了。神户召会的负责弟兄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被主

呼召，使神户召会得以建造往前。为了持续预备主再来的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被

复兴。 

为了得着年轻人，我有成为大学的老师，向大学生传扬福音，用真理引导他们的

负担。我是为了这个在硕士毕业之后，下决心进修博士课程的。还有，在这个博士

课程的期间，恳切地期盼着主在召会生活中成全我。在召会生活中，有元首，有恩

赐的节，和身体各全部。我为了被成全，跟随带领的弟兄姊妹。博士课程毕业，取

得博士号之后，也想再留在神户召会 1年左右，被成全。今后的博士课程的 2年，

加上毕业后的1年，共3年，希望我在真理上被装备，在生命上长大，在性格上被

训练，在服事上殷勤，多结果子。将这三年奉献给基督和召会。此后，我有去中国

的还没被打开的大学，传扬福音，栽种召会树的负担。弟兄姊妹也请为我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