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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物  

读经：结一 5~6、10、26 

周 一 

壹 我们经历神作吹动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

的金银合金，我们就成为四活物，一个彰显基督的团

体实体—结一 5~6： 

一 在圣经里，四这数字与神的创造有关，并且表征人是神

的造物—赛十一 12，耶四九 36，启七 1。 

二 四这数字指明我们是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

国蒙救赎的人—五 9。 

三 四活物乃视为一组，算为一个实体。 

贰 我们越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循环，我们就越

活— 一 18，约六 51，参诗九五 1~2： 

一 借着风、云、火、金银合金的经历，我们原是死了的人，

就被点活成为活物—约五 25，弗二 1、5，西一 13。 

二 我们若继续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循环，我们就

会在里面的人里成为活的，并充满活力—彼前一 23，二

4~5。 

三 我们能借着双重的证明知道我们是活物： 

1 里面的证明是我们重生的灵里生命的感觉—罗八 6。 

2 外面的证明是我们从事好些属灵的活动： 

a 第一个活动就是祷告—帖前五 17，西四 2，参哀三

55~56。 

b 其他证明我们是活物的活动，包括读经（西三 16，

诗一一九 15、140）、在聚会中尽功用（林前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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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1）、事奉神（帖前一 9，罗一 9）和传福音

（一 1，林前九 23）。 

3 每次我们碰着主这风、云、火、金银合金，我们里面的

人就会活过来，我们就成为有活力的信徒—活而有活

动的人—但十一 32下。 

周 二 

叁 四活物有人显出来的样子，他们乃是在宝座上的那人

团体的彰显—结一 5、26： 

一 四活物有人的样式，宝座上的神也有人的样子，这指明

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安排都与人有关—创一 26。 

二 我们对主的人性需要有适当的珍赏，并且我们需要看见，

我们是人，这是何等奇妙。 

三 事实上，圣经里只有四个人：首先的人、第二个人、新

人和男孩子；我们原是第一个人；基督称为第二个人（林

前十五 47）；我们借着重生成了新人（弗二 15）；现今

我们期望成为男孩子（启十二 5）。 

四 召会所要彰显的基督，乃是在宝座上的那人—三 21，参

徒七 56。 

五 完成神计划的是人；彰显神的是人；击败仇敌的是人；

将神的国带到人类中间的也是人；神需要人。 

周 三 

六 在以西结一章，关于四活物有人的样子有三件重要的事： 

1 活物是神彰显祂荣耀的凭借；他们若没有人的样子，神

的荣耀就无从得彰显—28 节。 

2 活物是神在地上行动的凭借；神的行动在于他们—

12~21 节。 

3 活物是神在宝座上行政管理的凭借—2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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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的宝座是神行政的中心，管治地上的一切和以西

结书里所记载的一切—启四 2、6。 

b 因着四活物有人的样子，才有神宝座的行政—耶十

七 12。 

c 人是神彰显的凭借，人是神行动的凭借，人也是神

行政的凭借。 

肆 四活物有四个脸—结一 6 上、10： 

一 人的脸，指明活物活在正确的人性，就是耶稣的人性里

—10 节中： 

周 四 

1 主耶稣的荣美彰显在祂的人性里—参出二八 2，罗十三

14。 

2 主的救恩乃是要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 

3 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正常、平常并有人性—西三 4、

10~11。 

4 我们必须不凭我们天然的人性，乃凭耶稣的人性作人；

这就是有“耶稣的人性”。 

5 在书信里，使徒教导我们要作正确的人，特别是如何作

正确的丈夫、妻子和父母—弗五 22~六 9，西三 18~四
1。 

周 五 

二 狮子的脸—结一 10中： 

1 在圣经里，狮子表征勇敢、活力、力量、得胜和作王掌

权—箴二八 1，创四九 9。 

2 我们向着罪、世界和撒但，若像狮子一样勇敢，神就能

借着我们建立祂的王权—启五 5，罗五 17。 

三 牛的脸—结一 10下： 

1 牛表征人甘愿劳苦作工，背负担子，并且牺牲自己—林

前十五 10、58，徒二十 24，腓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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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都需要彰显那服事别人、背负责任以及牺牲自己性

命的实际—林前九 9，提前五 18，罗十二 1。 

周 六 

四 鹰的脸—结一 10下： 

1 在圣经里，鹰表征大能、上升、超越的神—出十九 4。 

2 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

生命乃是超越的，使我们有上升、超越的彰显—赛四

十 31，约六 15，腓四 12~13： 

a 我们有神圣、大能的性能，能在每一种属人的景况

中都彰显神。 

b 为着神经纶的完成，我们是不能被毁灭、不能被征

服、不能被击败的—罗八 37。 

3 我们需要像鹰一样，不让任何事物拘留我们、压制我们

或压倒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该能胜过逼迫，也能胜

过称赞—参约六 15，腓四 12~13。 

伍 四活物乃是基督团体、四重的彰显，团体地活出基督

的生命—结一 10： 

一 四活物与他们的四个脸表征一个配搭、团体的实体，就

是团体的基督，作神在人中间团体的彰显—林前十二 12

与注 2。 

二 四活物的四个脸相当于四福音：马太福音—基督是狮子，

是神国的君王；马可福音—基督是牛，是神的仆人；路

加福音—基督是人，是人救主；约翰福音—基督是鹰，

就是神。 

三 四活物是团体的实体，完全的彰显基督，正如祂活在地

上的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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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结一 5~6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出来

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各有四个脸面，

四个翅膀。 

约五 25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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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留意以西结一章五节的第一个字“又”。不但从

火中有金银合金发出；也有别的东西出来了。风带进云；云包

括火；火产生金银合金加上别的东西—四活物。当我们经历神

作吹动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和金银合金时，我们就成为

四活物。我们原是死的，但借着这样经历神，我们就成为活物。

主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约五 25）保罗说我们原是死的，但神叫我们活过来（弗二 5）。

我们越有风、云、火、金银合金的循环，我们就越活。每次我

们被神吹动，被祂覆庇、烧毁并焚烧，我们就被点活。结果，

我们就成为活的，充满了活力（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五五页）。 

信息选读 

以西结一章五节“活”字的希伯来文，与创世记二章九节

里说到生命树的“生命”这辞，字根相同。我们这些受造之物

怎样才能成为活物？我们乃是借着经历神作生命树而成为活

物。这生命，神那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

唯有得着这真正的生命，我们才能成为活物。每当我们经历神

作生命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个东西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

里面有活的元素，活的因素；这活的元素或因素，一直使我们

成为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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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能证明我们不再是死的，乃成了活物？有双重的

证明，就是里面的证明和外面的证明。我们是活物，里面的证

明是：我们现今有生命的感觉或知觉。活人有感觉。……在属

灵上活的人，每当生活不荣耀神或不讨神喜悦的时候，就会有

深切的感觉。倘若我们里面的感觉，里面生命的知觉是敏锐、

深切、新鲜的，这就证明我们里面是活的，所以我们是活物。 

第二个证明是外在的，与我们的活动有关。死人是不活动

的，但活人是非常活跃的。……活的基督徒是活物，会从事好

些活动；第一个活动就是祷告。正如我们的肉身不呼吸就不能

生存，照样，我们在属灵上不祷告也不能生存。祷告是基督徒

属灵的呼吸，这常常是自然的。……其他证明我们是活物的活

动，包括读经、在聚会中尽功用、事奉神和传福音。 

以西结一章五节说到四活物是很有意义的。圣经里有多处

经文指明，四这数字与神的创造有关，并且表征人是神的造物

（赛十一 12，耶四九 36，启七 1）。启示录五章九节说，主从

四个来源救赎了我们：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

不但如此，二十一章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有四边—东、北、

南、西，四边各有三门。这就是说，从地的每个方向，我们都

能进城。所以，四这数字象征我们是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

族、各邦国蒙救赎的人。在神眼中，我们是四活物。 

四活物不算为个别的四个，乃算为一组。他们全体算为一

个实体（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五五至五九页）。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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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结一 5 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样式来。他们显出来

的样子是这样：有人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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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结一章五节的要点是：四活物有人的样子。二十六节

说，“在宝座的样式以上，有一位的样式好像人的样子。”“人”

在圣经里是个大字。神的心意在于人；神的思想集中于人；神

的心在人身上。神的愿望是要得着人。四活物有人的样子，宝

座上的神也有人的样子，这事实指明神的中心思想和祂的安排

都与人有关（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五九页）。 

信息选读 

我们读四福音时，也许受宗教观念的影响，过于强调基督

的神性；结果，我们对主的人性就没有适当的珍赏。我们在四

福音里读到主耶稣借着行神迹显出祂的神性，我们会为着主神

性的权能赞美祂；然而，我们在约翰十三章读到主怎样洗门徒

的脚，却不会献上任何赞美。同样，我们读到主用五饼二鱼食

饱五千多人的神迹，会觉得这是大事，但我们不会欣赏祂吩咐

人一班一班地坐下，或指示门徒拾起剩下的零碎，免得有糟蹋

的。这样的事没有让我们留下什么印象。我们若知道怎样正确

地读福音书，就会领悟主耶稣的荣美彰显在祂的人性里。祂的

荣美得着显出，不是借着祂神圣的尊贵，乃是借着祂的人性连

同其卑微、柔细。在擘饼聚会中，我们需要为着主的人性赞美

祂。……我们需要看见，我们是人，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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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想要像我们。祂甚至成了人，好将神表明出来（约一 18）；

今天在诸天之上那是神的主耶稣，仍然是人。在宝座上有一个

人（徒七 56）。 

圣经清楚启示，人是神彰显祂自己的凭借。没有人，神就

无从得着彰显。人按着神的形像被造，好作神的彰显。神是宇

宙的中心，但祂需要一个彰显，这彰显乃是借着人。没有人，

神就没有彰显。……神需要一个团体人来彰显祂。你绝不该藐

视你是人的事实。 

事实上，圣经里只有四个人：首先的人、第二个人、新人

和男孩子。我们原是第一个人；基督称为第二个人（林前十五

47）；我们借着重生成了新人；现今我们期望成为男孩子。 

我们谈论召会是基督的彰显，但我们也许不领悟基督的彰

显是什么。召会所要彰显的基督，乃是在宝座上的那人。我们

若要彰显基督，就需要领悟今天基督仍然是人。我们不是仅仅

彰显神；我们是彰显在人里面的神。召会是基督的彰显。这就

是说，召会不仅仅是神的彰显，也是人的彰显。 

以西结一章二十六节给我们看见，今天主是在宝座上的人。

神需要人，至终祂成了人。我们这些活物彰显祂这人。祂是在

宝座上的人，我们也有人的样子。完成神计划的是人；彰显神

的是人；击败仇敌的是人；将神的国带到人类中间的也是人。

神需要人（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六○至六二页）。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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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结一 21 那些〔活物〕行走的时候，这些〔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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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云中虹的样子怎样，周围光辉的样子也是

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样式显出来的样

子。…… 

 

在基督教里宗教的教训，鼓励我们要像天使或像神。然而，

神圣的启示揭示，神的愿望是要得着人。我们需要记得，那狡

猾者试诱头一个人，就是告诉他，他若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

他就能像神（创三 5）。从那天起，像神的观念就在我们的血轮

里。每个堕落的人都有要像神的观念。有些鬼魔的教训鼓励人

要作人以外的东西。但神在祂的救赎和救恩里，无意作出人以

外的任何东西。神的救赎和神的救恩是要将我们带回到起初，

恢复我们作正确的人。我们是活物，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但

我们有人的样子。我们不该想要像天使。无论我们作什么，无

论我们说什么，无论我们彰显什么，我们都该是人。这是神今

天所需要的（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六二页）。 

信息选读 

以西结一章的异象，启示三件关于四活物有人的样子的重

要事情。第一，神的荣耀显在他们身上。神荣耀的彰显，在于

他们有人的样子。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

与他们是分不开的；离了他们，神的荣耀就无从得彰显。第二，

这些活物是神行动的凭借。神的行动在于他们。他们行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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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动，因为神的行动随着他们。第三，有人样子的四活物，

是神行政的凭借。一章启示，神坐在宝座上。神的宝座管治地

上的一切，和这卷书里所记的一切。所以，这宝座是神行政的

中心。然而，神行政的中心在于四活物有人的样子。因着有人

的样子，才有神宝座的行政。我们若将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就

看见人是神彰显的凭借，人是神行动的凭借，人也是神行政的

凭借。在神眼中，在神手中，人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需要领悟，神的愿望是要得着人。神用风、云、火、

金银合金点活我们，好得着人作祂彰显、行动和行政的凭借。

人对神既是这样重要，我们是人并有人的样子乃是很要紧的。

为着神的彰显，为着神的行动，并为着神的行政，我们需要作

人。为此我们需要借着经历风、云、火、金银合金，而成为四

活物。 

四活物各有四个脸。我们若看见人有四个脸，必定会受到

惊吓，但这正是我们所该是的。我们都需要有四个脸。 

第一个脸是人的脸。我们乃是人；正因为我们是人，我们

应当看起来像人。我们受造是人，却因着堕落被败坏、毒化并

破坏。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救赎。借着主的救赎，我们被带回

正确的人性。事实上，我们现今所有的人性不是我们的，乃是

祂的，因为我们有耶稣的人性（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六二至六

四页）。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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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西三 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

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10~11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像

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主的救恩是要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你若是作丈夫的，主

的救恩就是要使你作正确的丈夫。你若是作妻子的，主的救恩

就是要使你作正确的妻子。你若是作父母的，主的救恩就是要

使你作正确的父母。你若是作儿女的，主的救恩就是要使你作

正确的儿女。主的救恩乃是要使我们成为正确的人。因此，我

们都该有人的脸。然而，有些基督徒，特别有些姊妹，似乎不

是人。她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似乎成了怪物—半人、半天

使。我们需要人的脸。我们不该喜欢作别的，我们也不该装作

别的。我们只该是我们所是的—人。我们不该想要作人以外的

东西，我们只该作人。然而，我们应当不凭我们天然的人性，

乃凭主耶稣的人性作人（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六四页）。 

信息选读 

我们若再读四福音，就会看见耶稣是有正确人性的人。许

多人读福音书，只留意主在祂神性里所行出的神迹，没有充分

留意借着主的人性所行出的事。例如，约翰四章叙述主耶稣与

祂的门徒怎样走到撒玛利亚城。祂疲累口渴，要祂的门徒进城

买吃的东西。他们去买食物以后，主耶稣坐在井旁，有一个撒

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主虽是全能的神，但在这情形里，祂的行

动却只像平常人，没有指明或暗示祂是神。主向妇人要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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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指明祂不只是人。妇人问祂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

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9）主非常有人性地回答她的

问题。四福音记载许多类似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为人

如何像正常的人，有人的脸。主耶稣不像今天一些穿着非常古

怪的宗教人士，祂的穿着不奇特，祂在衣着上不是古怪或与人

不同的。反之，祂的生活是平常人的生活。祂的生活平常到一

个地步，有人说，“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么？”（太十三 55）

在人眼中，主耶稣是平常木匠的儿子。祂绝不古怪，乃是平常

的人，有人的脸。今天，我们也需要有人的脸。 

有些信徒以为，他们一旦开始追求主，就该特别或与人不

同。但是，我们需要领悟，我们该是平常的，我们该与普通、

平常的人一样。虽然我们祷告、读经、参加聚会并事奉神，但

我们的样子仍是人的样子，我们的脸也是人的脸。我们要穿着

合宜正派，我们是平常的，不是奇特或与众人不同的。不错，

我们经历主作风、云、火、金银合金，但这个经历的结果是我

们有人的脸。作为活物，我们不是天使，乃是非常有人性的。

事实上，我们越属灵，我们就越正常并有人性。我们越有基督

作我们的生命（西三 4），我们就越有人的脸。在书信里，使徒

教导我们要作正确的人，特别是如何作正确的丈夫、妻子和父

母（弗五 22~六 9，西三 18~四 1）。神的救恩使我们成为正确

的人，为着祂的彰显、行动和行政管理（以西结书生命读经，

六四至六六页）。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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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结一 10 至于脸的样式，四活物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

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

的脸。 

启五 5 ……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

的根，祂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它的

七印。 

 

我们也需要有狮子的脸。在圣经里，狮子表征勇敢、活力、

力量和得胜。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首先需要作人。无

论我们在哪里—在学校、办公室或在邻居中间—我们都该是人。

但我们也该是狮子。倘若在办公室里你是正确的人，别人就会

被吸引到你这里。然而，被吸引到你这里的人，也许是能败坏

你的“病菌”。因为他们喜欢你，他们就会邀请你同他们参加

某种属世的消遣。在这样的时候，你的行为不该像人，乃该像

狮子。这就是说，向着罪恶或属世的任何事情，我们必须像狮

子一样勇敢。所有在你办公室里工作的人都该知道，他们若和

你谈论属世的事，你的行为就会像狮子（以西结书生命读经，

六六页）。 

信息选读 

人常常认为主耶稣是温柔、柔和的。然而，至少在某些场

合，祂一点也不温柔。例如，祂进到殿里，看见“殿里有卖牛

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祂就生气，拿绳子

作成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

的钱币，推翻他们的桌子。”（约二 14~15）不但如此，在马太

二十三章祂严厉地责备宗教徒，说他们是“蛇类，毒蛇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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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在这些情形里，祂的确是像狮子一样勇敢。在启示录

五章五节，祂甚至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有时候我们也

需要有狮子的脸。 

在圣经里，狮子不但表征勇敢、活力、力量和得胜，也表

征掌权。狮子是兽中之王。我们这些借着重生成了活物的人，

不但该是人彰显神，也该是狮子为神掌权。倘若向着罪、世界

和撒但，我们像狮子一样刚强、勇敢，神就能借着我们建立祂

的王权。 

我们不但需要人的脸和狮子的脸，也需要牛的脸。狮子的

脸由牛的脸来平衡。倘若你在办公室里有狮子的脸，单单这个

不会使别人信服。你需要有牛的脸来平衡。牛是甘愿背负担子、

作工甚至牺牲自己的人。我们都需要有这种样子，并且彰显那

服事别人、背负担子、顾到责任甚至牺牲自己性命的实际。倘

若你在办公室里工作时是正确的人，你像狮子一样勇敢，你也

在担负责任上忠信，你就会给别人良好的印象。要造成这样的

印象，你的举止不但需要像人、像狮子一样，也需要像服务、

受苦的牛一样。办公室需要清扫的时候，你该领头清扫，比其

他员工作得更多。这样你就会给你的同事看见，你甘愿牺牲，

帮助别人，服事别人。你就有牛的脸的实际。别人看见你有人

的脸、狮子的脸和牛的脸，他们就会说，“这是真基督徒。” 

作为四活物，我们不但是基督唯一的彰显，我们也是基督

完整的彰显。我们在各方、各面彰显基督。我们是四活物，充

分、完整地彰显基督（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六六至六八、五九

页）。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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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出十九 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赛四十 31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

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再者，我们也需要在后面有隐藏的脸—鹰的脸〔结一 10〕。

神将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并将他们带进旷野以后，对他们说，

“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出十九 4）这指明

在圣经里，鹰表征大能、超越的神。神是超越、上升并大能的

神。没有什么能压制祂，抑制祂，或压倒祂。你越想要压制祂，

祂就越上升、越超越。基督徒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这生命乃是

超越的，使我们有上升、超越的彰显。这就是鹰的脸的意义（以

西结书生命读经，六八页）。 

信息选读 

我们需要像鹰一样，不让任何事物拘留我们、压制我们或

压倒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该能胜过逼迫，也能胜过称赞。有

的时候，胜过称赞比胜过逼迫更难。有些人能胜过逼迫，却不

能胜过人的称赞。这不该是我们的情形。我们无论受逼迫或受

称赞，都需要能如鹰展翅飞翔。我们该是上升、超越的。这正

是在约翰福音里，主耶稣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以后，人想要

立祂为王时，祂的表现。关于这事六章十五节说，“耶稣既知

道众人要来强逼祂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祂不能被

拘留，因为祂有鹰的能力，因此是超越的。 

基督徒不该被任何事拘留。然而，我们可能被许多不同的

事拘留。一位信徒也许被贫穷拘留，另一位也许被财富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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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要作正确的基督徒，就不该被贫穷拘留，也不该被财富

拘留。我们该像保罗一样能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

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

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

事都能作。”（腓四 12~13）保罗的话启示他有鹰的翅膀。他有

人、狮子、牛的样子，也有鹰的样子。 

这四个脸—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和鹰的脸—描绘基

督的生活。这四个脸等于四福音，四福音被视为主耶稣的四本

传记，分别陈明基督的某一方面。路加福音表明祂是人，马太

福音表明祂是狮子，马可福音表明祂是牛，约翰福音表明祂是

鹰。这四重的生活就是基督的生活。 

四活物是基督团体的彰显。他们彰显四方面的基督—人、

狮、牛和鹰。这是基督的生活团体的彰显。身为基督徒，我们

该是活物，是团体的实体，彰显基督，正如祂在地上的时候一

样。祂在地上的时候，在人、狮、牛和鹰这四方面过生活。今

天我们该是这样一位基督团体的彰显（以西结书生命读经，六

八至七○页）。 

召会乃是在基督里用神圣的生命建造的。这生命是不能毁

坏、不能征服的（来七 16，徒二 24），并能抵挡来自任何源头

的致死败落。因此，召会是神坚固的根基，永远立住，抵挡一

切的异端（圣经恢复本，提后二 19注 1）。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五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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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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