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枯干骸骨被点活，成为极大的军队，以及两根木杖接连，为着建造神的家（鳥瞰､詩歌:627) 
 
 
 

Ⅰ．以西结书分
为四大段： 

Ａ．第一大段是第一章，说
到神荣耀的异象，启示这
位圣别的神在祂的荣耀
里。 

Ｂ．第二大段是第二至三十二
章，说到神的审判，对付一切
与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不合
的事物。 

Ｃ．第三大段是第三十三至三十九章，说到
神余民的恢复；这指明这一段的主要观念乃
是主的恢复。 

Ｄ．第四大段是第四十至四十八章，说到神来
建造蒙爱得着恢复的人，叫他们成为祂的居
所；这一段专讲神的建造。 

Ⅱ．以西结书有三章可视为圣经里的大章，就
是一章、三十七章和四十七章： 

Ａ．这几章各可用一个字代表：第一章是“火”，
三十七章是“气”，四十七章是“水”。 

Ｂ．三十七章启示主来复兴祂那死沉、分散的子民，使他们成为一；
因着他们成了死沉枯干的骸骨，所以他们需要被点活并联结起来。 

 
 
 

  

2017/8/14- 8/20 以西结书结晶读经（二）#1 

Overview：纲要Ⅰ以鸟瞰的方式来看以西结书的四大段。Ⅱ是以西结书的三大章，表示第1章是「火」，第37章是「气」，第47章是「水」。在37章的3个结晶讲述Ⅲ(枯干骸骨被点

活，成为极大的军队)，Ⅳ(两根木杖接连)，Ⅴ(建造神的家)，与主题有直接关系。 

Ⅲ．以西结三十七章启示神的灵如何进到我们里面，点活我们，使我们成为团体的身体，形成军队，并建造成为神的
居所： 
Ａ．枯干骸骨的异象表明，在神进来更新并重生我们以前，我们不仅是罪恶并污秽的，也是死的，埋在各种罪
恶、世俗、宗教事物的“坟墓”里。 

Ｂ．我们像死沉枯干的骸骨，脱节离散，没有合一： 
１．无论我们是未得救的罪人或退后的信徒，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不仅不信的罪人需要从坟墓里释放出来，
甚至许多弟兄姊妹也需要得复兴，得释放脱离他们的死沉和坟墓。 

２．今天许多基督徒被埋在公会、宗派、分裂、独立团体和各种运动的坟墓里。 
３．从前我们都在这样的坟墓里，是枯死、离散、脱节的，没有联于任何人，但主乃是死人的救主；神在这
里的话是要使死人成为活人。 

Ｃ．以西结在以西结三十七章的申言不是预言，乃是为主说出、宣告一些事： 
１．当以西结说话时，神就将那灵赐给人。 
２．在圣经里，申言的主要意义不是预言，乃是说出主，将主供应给人： 
ａ．“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ｂ．“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 
ｃ．申言为神说话并说出神，以神为内容，把神供应给听见的人，并带他们归向神；召会的聚会应当充满
神，会中一切的活动都该把神传达并传输给人，使他们为神所灌注。 

ｄ．我们要申言，就必须是有神的气之属神的人： 
(1）我们读圣经该是一种吸入，我们教导圣经该是一种呼出。 
(2）当我们在为主说话时，我们该觉得我们在呼出神，听者在吸入神。 

ｅ．申言会使你成为得胜者；申言乃是得胜者的功用。 
３．当以西结申言时，神就差来风、气息和灵，吹在枯干的骸骨上： 
ａ．希伯来文，ruach，如阿克，在五至十节和十四节翻成不同的字：风、气息、灵。 
ｂ．在属灵的经历上，当神吹在我们身上时，祂的气息就是风；当我们呼吸这风时，那就是气息；当气息
进到我们里面时，那就是灵。 
ｃ．当以西结申言时，神就吹风，百姓接受气息，这气息就成为灵，就是赐生命的灵。 

４．当以西结初次申言时，就有响声和震动，使枯骨联络在一起；当我们在聚会中来在一起，借呼求主并赞
美祂而发出欢呼的声音，我们就真实地是一。 

５．当以西结再次申言时，气息就进到“极其枯干”并死沉的骸骨里面，“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
极大的军队”，为神争战。 

Ⅳ．两根无生命的木杖象征以色列国分裂的两部分—南方
的犹大国和北方的以色列国： 
Ａ．这两国不能合一，并且在主眼中，他们完全死了、
枯干了。 

Ｂ．他们被点活并在生命中长大以后，就能联结为一。 
Ｃ．这很像接枝，就是把两根枝子接在一起，至终枝
子就长在一起： 
１．长在一起是指生机的联结，在这联结里有生长发

生，就是使一方有分于另一方的生命与特征；在
这与基督生机的联结里，凡基督所经过的，都成
了我们的历史。 

２．祂的死与复活现今是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祂里面，
已经在生机上与祂联结；这就是接枝。 

３．这接枝能：（1）排除我们一切消极的元素、（2）
使我们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复活、（3）拔高我
们的功能、（4）充实我们的功能、（5）浸透我们
全人，以变化我们。 

Ｄ．以西结三十七章一至十四节的枯骨是为着形成军
队，为神争战；十六至二十二节的木杖是为着建造
神的家，作神的居所。 

Ⅴ．本章的启示表明，身体、召会和神的家要有真正的一，
唯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 
Ａ．气息进到死人里面，成为他们的生命，死人便活
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Ｂ．一至十四节的枯骨以及十六至十七节的两根枯枝
能成为一，不是借着恩赐或教训，乃是借着生命。 

Ｃ．枯骨和枯枝被点活并成为一，这一乃是生命分赐
与生命长大的结果。 



经验①:承认自己不仅是有罪的也是死的，让主把生命的气吹到自己里面 

结 37:4 祂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豫言说，枯干的骸骨阿，要听
耶和华的话。5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
面，你们就要活了。10 于是我遵命说豫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
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在以西结三十七章，神不是对病人说话，乃是对死人说话。我们
若看见自己是死的，需要主来点活我们，我们就有福了。神在这一章
里的话不是使病人痊愈，不是把坏人转变成好人；神在这里的话是要
使死人成为活人。我盼望许多人在主面前谦卑自己，祷告说，“主，
我承认我不只病了，不只是有罪的，我承认我是死的。我的心和灵都
死了。主，我完全枯死了；我就像一堆枯死的骸骨。哦主，我需要你
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我需要你把生命的气吹到我里面，好使我活过来。” 

赞美主，祂没有把我们留在自己的光景里，却进到我们里面来拯
救我们！ 

結婚生活篇 
弗 4:22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照着那迷惑的
情欲败坏的；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24 并且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2:1 而你们原是死
在过犯并罪之中， 

在婚姻生活里，如果活旧人，在家里自己就成了王，夫妻之间没
有任何交通，什么都自己做决定。还有会试图向对方隐藏自己的过错。
像这样旧人的生活方式不仅是腐坏的也是死的。 

请注意不要按照从前的生活方式来实行婚姻生活。夫妻每天生活
在一起，处在非常近的关系中，就不会再顾忌，这容易降低对旧人的
警惕心。应该按照新人的生活方式建立夫妻的亲密关系。因此，ⅰ)
灵里火热被加强、ⅱ)需要将心思联于灵，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当
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时，你就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也会让
死人复活，让离散没有合一的夫妻成为一。 

当夫妻之间产生问题时，要让问题得以解决。很多问题产生的原
因是你按照旧人生活，也就是说在属灵上是死的。但是，神能向你吹
气息，让你活过来。你应该首先来到主面前，就情形向主祷告。主一
直要在生命中建造夫妻关系，所以请凭信与主交通，与你的配偶交通。
你不能失望，变得不信，将对方看成是麻烦或是敌人。还有，不能说
对方“跟空气一样”，也不能认为就算无视他/她也没关系。妻子是丈
夫的帮助者、补满。夫妻关系不是放置不管也能自然成长的，需要花
时间在爱中建造。如果你懈怠建造的劳苦，最终你收获的将是腐坏，
比如家庭内部的离婚和中年离婚。 
加 6:8 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为着那灵撒种的，
必从那灵收永远的生命。 
 

经验②:属灵的呼吸:吸入主的话，宣讲呼出主的话 

提后四章二节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
四章二节的道乃是圣经的话，包含提摩太从保罗和旧约所学习的。在
照管地方召会的事上，特别在召会败落的时期，真理之话的传扬是非
常重要的。在三章十四至十七节，神的说话就是祂的呼出。我们该是
属神的人，有神的呼出。我们读经就是吸入神的气。神呼出而我们吸
入。这样，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能传道。我们的传讲就是我们的
呼出。 

我们该是今日的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随时随地出去讲说
真理。这是我们属天的呼吸。我们每天都吸入神的气，每天都该借着
说话而呼出。 

在职青年篇 
神经质的人因为谨小慎微，会因琐碎的事急躁、在意而疲乏。而

乐观的人因为性格大大咧咧，就算工作还没有上手，就任意认为自己
做得好。然而，因为事实上并没有做的很好，后面问题会变得越来越
大而成为很严重的一件事。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人，都需要通过主的
生命，取得平衡、被变化。 

当你信主接受主时，主就进到你的灵里，重生你的灵。之后，主
会慢慢的从灵里扩展到魂的各个部分、心思、情感、意志。这是魂的
更新变化。人的不平衡会有损他们功用。人不能自救。但是感谢主的
生机的生命救恩。在职青年应该知道这个救恩是有多奇妙。有一个极
其优秀的外邦人的学生因为自己神经质的性格而浪费了自己的优秀，
精力消耗，得了忧郁症。还有，即便是乐观的人，有时候会因为人际
关系绊跌而变得软弱。因为天然的乐观和有信仰是不同的。这样看来，
作为商业人士要成功，光靠在大学的学习还不够。人需要在本质上与
神一同工作。因为人的生命是ⅰ)需要丈夫的妻子的生命，ⅱ)需要以
神为内容的器皿，ⅲ)接枝到丰富的橄榄树上，与丰富的树的神圣生命
一同生活的生命。 

作为商业人士，请你认识到魂的更新变化能够显著地提升你工作
的成效。因此，需要每一天慢慢地被更新变化。应该通过每天祷读圣
经的话，吸入新鲜的主的气息，并通过在聚会中或是传福音时讲圣经
上的话，呼出这气息。那样，你魂里的各个部分会慢慢地被更新。 
林后 4:16 所以我们不丧胆，反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
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17 而且主就是那
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
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
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経験③:在召会的聚会中发出欢呼的声音 



林前 14: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
勉励。 
詩 95:1 来阿，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结 37:8 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里面还
没有气息。 

有时别人抱怨我们的聚会太吵。我的回答是，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枯骨，
就会非常安静；没有响声或任何声音，只有安静。在三十七章，平原上的骸
骨非常安静，动也不动。但是当以西结来申言时，就有响声和震动，使枯骨
联络在一起。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事会发生。然而，我们确实知道，当我们
在聚会中来在一起，发出欢呼的声音，我们就真实地是一。 

响声、震动以及骸骨联络之后，有很特别的事发生。骸骨上长了筋、肉
和皮，遮蔽骸骨，使骸骨的外表好看多了。这些从前只是枯骨；如今各部分

集合起来，联络结合，不过还是没有生命的身体。身体还没有生命，因为没
有气息。 

中高生篇 
你要在中高生时就开始在聚会中学习为了建造而申言。申言就是为了供

应给人作为建造、勉励、安慰的基督，向人说话。这样的实行对你将来在大
学的报告发表或公司的简报发表都非常有帮助。没有其他比召会聚会中申言
的实行更能够加强你的表达能力和简报能力。因着你训练申言，在发表时就
会注意到自己在班上表现杰出吧！ 
林前 14：1 你们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申言。3 但

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12 你们也是如此，既渴慕灵，
就要为着召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 
姊妹的见证：姊妹所在职的公司部门里，25〜35岁的年轻社员几乎都是京
都大学或大阪大学的研究所毕业的。另外，还有些社员是全世界前 10名有
名大学的研究所毕业生(东京大学并不在前 30 名以内)。在这样的情况下，
神户大学研究所毕业的姊妹在 5年间与主一同拼命劳苦。结果，在年轻社员
中，和世界有名的大学毕业的社员成为最优秀的两个人。然而在那之后约 1
年，姊妹晋升成为公司里最年轻的经理，而另一个人却没有升迁。 

在这一年中，慢慢地显示出姊妹比其他人更杰出。这个区别主
要是来自于清心、谦卑、替人着想、待人亲切。爱主、爱弟兄姊妹并喂养他
们、爱福音朋友并向他们传福音，认为这些与公司的表现没有关系的想法是
非常肤浅的领会。爱人、为人代祷、向人讲说神的话不只是建造召会而已，
最终能够让你在公司中的业绩有显著的提升。从年轻时起学习申言，能让你
变得杰出吧。哈利路亚！ 

       ６２７ 集会 ― キリストを中心とする 
1. 日々の生かつ，集かいも， 主がちゅう心，またない容; 

儀しき，教理，是非でなく， 集かいはただ主のため。 
2. 主はひかり，みちゆえに， 照らせや，われしたがう; 

主は生けるみずとかて， 飲しょくし，やしなわれる。 
3. 主はいのち，われながす， 真理の主，われあかしす; 

めぐみの主，われたたえ， かしらの主，たかく上げん。 
5. うたといのりをささげ， 霊によりて主あらわす; 

霊の奉仕とまじわりで， 主をかつ用し，ひょう現す。 
6. 御名でつどい，霊で行動し， 塗りあぶらもていのる; 

儀しきや思考によらず， 霊もちいて主あらわす。 
８６３. MEETINGS-CHRIST AS THE CENTER 

1. In daily walk and in our meetings too, 
Christ is the center, Christ is everything; 
’Tis not for form nor doctrine good and true, 
But ‘tis for Christ alone we’re gathering. 

2. Christ is the way and Christ the light of life, 
In Him we walk and by Him we are led; 
Christ is the living water and the food; 
Of Him we drink and we with Him are fed. 

3. Christ is the truth, ‘tis Him we testify, 
Christ is the life, ‘tis Him we minister; 
Christ is the Lord, ‘tis Him we magnify, 
Christ is the Head, and we exalt Him here. 

5. By all the hymns and prayers we offer here, 
Christ the reality we would express; 
All the activities in fellowship- 
Christ thus in operation manifest. 

6. ’Tis in His Name we meet, in Spirit act, 
With nothing in our mind to formalize; 
’Tis by His pow’r we pray, in unction praise, 
And with Himself in spirit exercise. 

６２７ 聚会–基督作中心 
1. 在日常生活 或在聚会中，基督是中心，基督是内容； 

并非为仪式，也非为道理，纯是为基督，我们相聚集。 
2. 基督是道路，基督是亮光，凭祂而行动，由祂来照亮； 

基督是活水，基督是灵粮，喝祂并吃祂，从祂得餧养。 
3. 基督是真理，我们所见证，基督是生命，我们所供应， 

基督是恩主，我们所称誉，基督是元首，我们所高举。 
5. 所献上一切 诗歌和祷告，都要叫基督 藉灵得发表； 

所有灵中的 交通和事奉，都该是基督 彰显的运行。 
6. 奉祂名聚集，随祂灵活动，借着祂恩膏 祷告并赞颂； 

不是动头脑，仪式得成全，乃是运用灵，使祂得彰显。 
  



引用经节： 

Ⅰ．以西结书分为四大段： 

Ⅱ．以西结书有三章可视为圣经里的大章，就是一章、三十七章和四

十七章： 

结1:4 …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火不断的闪烁，…从其中，就是从
火中所发出的，看来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 我观看，见周围有光辉； 
37:9 …你要向风申言…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
们活了。 
47:1 …见水从殿的门槛下流出，往东流去；… 

Ⅲ．以西结三十七章启示神的灵如何进到我们里面，点活我们，使我

们成为团体的身体，形成军队，并建造成为神的居所： 

结36:25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脱离一切的偶像。 

结37:12-13所以你要说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
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
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上来，你们就知
道我是耶和华。 
约 5:25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

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弗 2:1 而你们原是死在过犯并罪之中， 

2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着这世界的世代，顺着空中掌权

者的首领，就是那现今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之灵的首领； 

3 我们众人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在我们肉体的私欲里，行事为人，

行肉体和思念所意欲的，生来就是可怒的儿女，和其余的人一样； 

4 然而神富于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5 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一同与基督活过来，（你

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6 祂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复活，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7 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祂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

恩典超越的丰富。 

8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乃是神的恩

赐； 

结37:4 祂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骸骨申言说，枯干的骸骨阿，要
听耶和华的话。 
5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
要活了。 
9-10 主对我说，你要向风申言；人子阿，你要申言，向风说，主
耶和华如此说，气息阿，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申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
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14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

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

的。 

林前 14:3-4 但那申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那说方
言的，是建造自己，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会。 
31 因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
勉励。 
詩 95:1 来阿，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Ⅳ．两根无生命的木杖象征以色列国分裂的两部分—南方的犹大国和

北方的以色列国： 

结37:16-17 人子阿，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
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以法莲的木杖）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你要使这两根木杖彼此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Ⅴ．本章的启示表明，身体、召会和神的家要有真正的一，唯一的路

乃是生命的路： 

约 17:17 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 

弗 4:15-16 惟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长到祂，

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祂，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

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

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