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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  

读经：结一 28，创九 13，启四 2~3，十 1，二一 19~20 

周 一 

壹 虹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创九 8~17： 

一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13

节： 

1 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各样的活物立约，向人类保证，

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他们和地—9~17节。 

2 虹是记号，指明神是立约并守约的那一位；虹宣告神必

定会守祂的约。 

3 虹是神的约的记号，表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虹—

林前一 9，约壹一 9： 

a 神自己就是信实，并且神对祂的话是信实的—林前

十 13，帖前五 23~24。 

b 因着神的信实，我们得蒙宽恕；如今我们有一道

虹，作神信实的记号。 

周 二 

二 “有虹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启四 3： 

1 神是生命（碧玉）的神和救赎（红宝石）的神—3节： 

a 彩虹围着祂的宝座，表征神是立约的神，是信实的

神，在祂审判地时，要遵守祂所立的约—3 节。 

b 神要保留一些人，成为新地上的列国，以荣耀祂—

二一 24、26。 

2 围着神宝座的虹，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四 3： 

a 绿宝石是草绿色的，表征地上的生命。 

b 这指明神在地上施行审判时，仍要记念祂的约，并

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如创世记九章十一节所指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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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基督〕，从天降下，披

着云彩，头上有虹”—启十 1： 

1 这里的虹指明基督在审判地时，信守神与挪亚关于地所

立的约—创九 8~17。 

2 这虹也指明基督执行神的审判，是照着那坐在天上有虹

围绕之宝座上的神，就是那信实守约的神—启四 2~3。 
周 三 

贰 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经历总结于一道虹—结一

28，启四 3，十 1，二一 19~20： 

一 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在基督里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成

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使我们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活

祂并彰显祂；这是神心头的愿望，也是圣经的中心点—

弗一 9，三 11、16~17上，腓一 20~21上： 

1 神中心的工作乃是要在基督里把祂自己建造到我们里

面，使我们与祂是一，作祂团体的彰显—加四 19，弗

三 17 上。 

2 至终，三一神和蒙救赎的人要联结、调和、合并，并建

造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启二一 2、10，三

12。 

二 按照神的计划，以西结一章所启示的属灵事物，乃是开

始于风，而结束于虹—4、28节： 

1 有了清明的天同着宝座，并经历一个人有金银合金与烈

火的样子，结果我们就有一道虹的样子—26~28节。 

2 虹是坐宝座之人周围的光辉；这光辉表征宝座上的主四

围的辉煌和荣耀—28节。 

周 四 

三 虹可视为由蓝、红、黄三种主色组合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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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是神蓝宝石之宝座的颜色，表征神的公义；红是圣别

之火的颜色，表征神的圣别；黄是金银合金的颜色，

表征神的荣耀—罗一 17，三 21，十 3，六 19、22，三

23，八 18、21，林前一 30。 

2 公义、圣别和荣耀，是三种神圣的属性，使罪人不能靠

近神—创三 24： 

a 击杀用的剑指明神的公义（参哀三 42~43，罗二 5）；

火焰表征神的圣别（申四 24，九 3，来十二 29）；

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结九 3，十 4，来九 5）。 

b 因着堕落的人无法满足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

求，他就不可接触作生命树的神；直到基督借着祂

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满足了这些要求，开了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得以进入至圣所，有分

于作生命树的基督—十 19~20，启二二 14。 

3 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

求；并且如今在复活里，祂就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

荣耀—林前一 30： 

a 义是从神为着祂的行政而来的（诗八九 14上，九

七 2，赛三二 1）；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正在成

为神的义（林后五 21）。 

周 五 

b 因着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圣别，甚至和神

自己一样的圣（彼前一 15~16）；因着在神里面，

我们就更为圣别；因着被神调和、浸透并饱和，我

们就最为圣别（帖前五 23）。 

c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作荣耀的盼望（西一 27），并

且我们渐渐变化成为祂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林

后三 18）。 

4 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作我们的公义、圣别和

荣耀；在神眼中我们看起来就是公义、圣别和荣耀，

并且我们有一道虹的样子—林前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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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六 

5 这道虹的实际必须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些蒙神救赎

的人，有一道虹的样子，作神的见证；这意思是说，

我们要有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结一 28，启四 2~3，
十 1，二一 19~20。 

6 虽然这虹要在永世里才完全显出来，但这道光辉的虹属

灵的实际应当显在今天的召会中—提前三 15~16： 

a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让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我

们也必须接受恩典到一个地步，使每一件事都是公

义、圣别并荣耀的—腓二 12~13。 

b 我们若让神圣别的火烧掉一切与神不配的东西，使

神的圣别性情借着我们的人性显为金子，召会就会

充满了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弗三 21。 

c 这公义、圣别和荣耀要相联相映，形成一道光辉的

彩虹，彰显神并为神作见证。 

四 新耶路撒冷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圣城看起来就像一道

虹—启二一 19~20： 

1 十二层根基的颜色，显出一道彩虹的样子，围着永远的

神，作为祂的见证；这表征整座城是建造在信实之神

永远的信实上： 

a 新耶路撒冷是建造在神守约的信实上，并借着神这

信实得以稳固—四 2~3，二一 19~20。 

b 在神的经纶里，我们需要被信实的神构成，成为信

实的，甚至像祂一样信实—林前四 2，七 25，提前

一 12，提后二 13。 

2 作为永世里的新耶路撒冷，我们这些蒙神拯救之人的集

大成，要成为一道虹，永远见证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启二一 2、10、19~20： 

a 凭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我们有一道虹的样子，

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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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这道虹显出来时，神心头的愿望就得着完成—弗一

9。 

3 这永远的虹，将是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经历的总结—

启四 2~3，十 1，二一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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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创九 9 看哪，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13  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作我与地立约的记

号。 

 

有彩虹围着神的宝座（启四 3 下）。圣经头一次提到彩虹

乃是一个表号，表征生命和救赎的神是立约并守约的那一位（创

九 12~17）。创世记九章的约是为居人之地制定的，这指明神虽

然会审判这地及其居民，但祂仍然记念祂关于地所立的约，并

且遵守这约。……彩虹向我们宣告，神会为着地的缘故守约（李

常受文集一九六四年第二册，六三二页）。 

信息选读 

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各样的活物立约（创九 9~17），向

人类保证，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他们和地（圣经恢复本，创九 9

注 1）。 

神所立在云中作约之记号的虹（12~17）有什么意义？虹表

征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是虹。在圣经最后一卷的启示录里，

使徒约翰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有虹围着宝座（四 3）。作为圣经

结束的一卷书，启示录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开头。在圣经

的头一卷书有一道虹，在末了一卷仍然看到一道虹。神的信实

存到永远，祂不能否定自己（提后二 13）。祂一旦说了话，就

信守祂的话。祂自己就是信实。林前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

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约壹一章九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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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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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什么信实？神对祂所说的信实。神对祂的话信实，祂

的话就是遗命，就是约。约就是神的话。神对祂所说的一切都

是信实的。这就是虹。每当乌云密布，你必须将神的信实呼求

出来，那就是将虹呼求出来。每当你感觉软弱，你必须呼求神

的信实说，“神啊，你是信实的。我软弱，但你必须照你的话

使我刚强。”我们都活在约下，这约有神的信实作为确定的记

号：洪水不再来临。这就是召会生活。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召会生活，绝对是约的生活。我们

是在约之下。在新约圣经的每一节，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我要

给你们其中的一节，那是我相当有经历的：“那临到你们的试

诱，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

所能受的，祂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林前十 13）这节圣经在你面临任何环境时都可应用。你若抓

住神的约，我可以担保，不论你遭遇什么，这里有一节圣经作

活的应许，来给你倚靠并凭此而活。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活在

神的约下。我们不该被自己的定罪、感觉和环境等乌云所威胁

或恐吓。我们乃是在神的约下，完全在祂的祝福下。不再有定

罪，不再有审判，不再有咒诅。死已经被废去，在召会中我们

不断地享受生命。一切都是生命。不要怕失去你的职业或健康。

不要被黑暗或消极的事物所威胁。我们是有约的人。我们有一

节应许的经文可以应付一切的处境。我们必须站在约下，不信

任何的失败、软弱、黑暗或消极的事物。我们的定命是在宝血

所洒过的约下。阿利路亚，我们是约人！（创世记生命读经，

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参读：创世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一、三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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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启四 3 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

石，又有虹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

石。 

 十 1 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

云彩，头上有虹，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 

我们在启示录四章三节看见，“有虹围着宝座。”……虹

是神与人并活物立约的记号，说明祂不会再用洪水灭绝他们（创

九 8~17）。在启示录中，神要审判地和其上一切的居民。彩虹

围着祂的宝座，表征神是立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在祂审判地

时，要遵守祂所立的约，不再用洪水审判人，也不再将全人类

灭绝，乃要保留一些人，成为新地上的列国荣耀祂（二一 24、

26）。这彩虹指明神在祂对人类的行政管治上是信实的。在四

章里，神要对人类施行审判，但在执行审判时，祂仍记念与挪

亚所立的约。祂是审判的神，也是守约的神（启示录生命读经，

二五六至二五七页）。 

信息选读 

这虹“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启四 3）。绿宝石是草

绿色的，表征地上的生命。这指明神在地上施行审判时，仍要

记念祂的约，并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如创世记九章十一节所

指明的。绿宝石是一种坚硬的宝石；那提醒神遵守祂约的，是

坚定不移的。这个坚定的提醒，围绕着宝座。 

当约翰看见安置在天上的宝座时，他看见“有一位坐在宝

座上。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启四

2~3），……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照二十一章

十一节看，碧玉乃是“极贵的宝石，……明如水晶”。它必是 



                                   167 
 

第九周 • 周二 

深绿色的，表征丰盛的生命。这里的碧玉……表征神在祂丰富

生命里可传输的荣耀（约十七 22、2）。碧玉是神显出的样子，

也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显出的样子（启二一 11）。城墙和第一根

基也是用碧玉造的（18~19）。在圣经里，绿色表征生命。因此，

碧玉的颜色指明那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乃是生命的神。神的颜色

首先说是绿的，见证祂是生命的源头。 

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也好像红宝石。红宝石是一种

极贵的宝石，是红色的，表征救赎。今天，神不单是生命的神，

也是救赎的神。碧玉指明那在祂丰富生命中之荣耀的神；红宝

石表征这位神是救赎的神。因为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堕落了，

祂就借着基督的血来救赎我们。因此，祂有两种颜色，生命的

颜色和救赎的颜色。祂是赐生命的神，也是救赎的神。 

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十章一至十一节的细节。从这一段圣

经，可以清楚看见基督要来据有这地。在这一章，基督是另一

位大力的天使，如在七章二节，八章三节，十八章一节者。 

十章一节说，约翰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基督现

在是从天降下。这异象暗示，在第七号之前，基督仍是在来地

上的途中。……在这个异象里，基督的“头上有虹”。这里的

虹指明基督在审判这地和来得这地时，信守神与挪亚关于地所

立的约（创九 8~17）。这也指明基督执行神的审判，是照着那

坐在天上有虹围绕之宝座上的神（启示录生命读经，二五七、

二五九至二六○、三六○至三六一页）。 

参读：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七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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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结一 4 我观看，见暴风从北方刮来，有一朵大云，有

火不断地闪烁，周围有光辉……。 

  28 下雨的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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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约里，镶在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第一块是红宝石，

最后一块是碧玉（出二八 17、20）。这表征作神的赎民，是开

始于神的救赎，完成于神生命的荣耀（启示录生命读经，二六

○页）。 

信息选读 

神永远的定旨，是要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

命，使我们能接受祂作我们的人位，活祂并彰显祂。这是神心

头的愿望，也是圣经的中心点。神为了完成这定旨，就按着祂

的形像，照着祂的样式造人。神造人的心意，是要人把神接受

到里面，以神为他的生命和一切。为这缘故，神把人造好以后，

就将他放在生命树跟前。这指明神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棵

树表征神自己作生命。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把神接受到我们

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在将来的永远里，我们的定命就是吃生命树，因而活神并

彰显神。这是神永远的心意（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八七五至八

七六页）。 

整本圣经不但启示神的性情与性格，也启示祂的定旨。事

实上，圣经启示神的定旨可能多于启示祂的性情与性格，因为

整本圣经是一本给我们看见神计划的书，也是一本启示神定旨

的书。……简单地说，神永远的定旨和目的，是要得着一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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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祂自己调和为一，作祂活的、团体的彰显（李常受文集

一九六四年第二册，一八一页）。 

新约的主要内容，乃是三一神照着祂的喜悦有一个永远的

经纶，要在生命和性情上，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

人里面，使他们作祂的复制以彰显祂；这团体的彰显要终极完

成于新耶路撒冷（弗三 9，一 9~23）。新耶路撒冷，就是圣经

的终极完成，乃是神成为人，并且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

神格上）成为神（启二一 2，三 12）。神在基督里成为人，为

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使救赎的神与蒙救赎的人得以

调和并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二一 3、

22）。至终，这位三一、永远的神成了与我们众人合并的新耶

路撒冷；我们借着神生机救恩的过程（罗五 10），也成为新耶

路撒冷。神这生机救恩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那经过

种种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祂经过重生、更新、圣别、

变化、模成、荣化的三部分选民，神人二性联调的宇宙合并（新

约总论第十四册，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在以西结一章里的异象，是用自然界的东西来描写灵界的

事物。这些属灵的事物虽然深奥，但圣经用自然界和物质的东

西描写这些事物，我们借此就能明白。按照神的计划，这里所

启示的属灵事物，乃是开始于风（4），而结束于虹（28）。 

有了清明的天同着宝座，并经历一个人有金银合金与烈火

的样子，结果就有一道虹的样子。……一道虹是围绕在坐宝座

上之人的光辉。这光辉表征围绕于宝座上之主四围的辉煌和荣

耀（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四○、一六五页）。 

参读：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二十六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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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三 24  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

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

的道路。 

林前一 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

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 

在挪亚的时候，堕落人类受神审判而毁灭，但神因着祂的信

实叫一些人免受审判。这也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之信徒的光

景。……我们都是堕落的，当被毁灭，但神免除了我们的审判。

赞美主，因着祂的信实，我们被免除了！如今我们有一道虹，

作神信实的记号。虽然神是圣别的神，也是烈火，没有人能在

祂面前存留，但因着祂的信实，我们得以免受审判（以西结书

生命读经，一六六页）。 

信息选读 

虹的主色是红、黄、蓝，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与我们在以

西结书所看见的符合。宝座仿佛蓝宝石，金银合金是金黄色，

火是红色。这三色照耀相映，就成了一道虹。 

蓝表征宝座。根据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公义是神宝座的根

基。这指明蓝色的宝座表征神的公义。火表征圣别、分开的火

和销毁的火。这意思是说，这里的红色是指神的圣别。黄色表

征在闪耀金银合金里神的荣耀。因此，这里有蓝、红、黄三色

所表征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是三

种神圣的属性，使罪人不能靠近神（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

六页）。 

神用三个凭借封闭生命树的道路：基路伯、火焰和剑。基路

伯表征神的荣耀（参结九 3，十 4，来九 5），火焰表征神的圣

别（申四 24，九 3，来十二 29），击杀用的剑指明神的公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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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三 42~43，罗二 5）。神的这些属性把要求加于罪人身上。既

然有罪的人无法达到这些要求（三 10~18、23），他就不可接触

作生命树的神。直到基督借着祂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满

足了神荣耀、圣别和公义的要求，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

才可以进入至圣所，有分于生命树（圣经恢复本，创三 24注 1）。 

主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

求，……如今祂乃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林前一 30）。

祂如今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必须这样经历基督，使别人

在接触我们的时候，能感觉到公义、圣别和荣耀。这意思是说，

他们应当能感觉得到，我们有清明的天，我们有宝座，我们也

是公义且正确的，没有丝毫的随便或松懈。我们也该有金银合

金，是发光、照耀并有分量的。这样，我们就有虹的样子。……

我们原是堕落的，如今却得救了，成了神按信实必拯救我们的

见证。每处地方召会都该有这样一道虹的见证（以西结书生命

读经，一六七页）。 

义是从神为着祂的行政而来的（诗八九 14，九七 2，赛三二

1），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林前一 30），使我们在祂里面成

为神的义（并非在神面前成为义的）〔林后五 21〕。人，不仅

是罪人，甚至就是罪，借着基督的救赎，竟成为神的义，与义

的神和好，且成为新造，为着神永远的定旨向祂活着。使徒受

了托付，把这样一位基督，连同祂一切奇妙的成就所有的荣耀

结果，供应祂的信徒，就是形成祂身体的众肢体。愿感谢、颂

赞和荣耀都归与祂，直到永远！（圣经恢复本，林后五 21注 4） 

参读：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十三至十四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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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前五 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

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

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 

西一 27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

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

的盼望。 

圣经里的圣别一辞，我们不该按着天然的观念来领会。……

圣别既不是无罪，也不是完全。圣别的意思不仅是成圣，分别

归神，也是与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别。只有神在祂的性情上与

一切不同，与一切有别。因此，只有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

性情显著的性质，是祂的一个属性。 

神使我们成为圣别的作法，是将祂自己，那圣者，分赐到我

们里面，使我们全人被祂圣别的性情浸透并饱和。对我们神所

拣选的人而言，成为圣别就是有分于祂的性情（彼后一 4），并

使我们全人被神自己所浸透。……这使我们全人圣别，像神自

己在祂的性情上一样（新约总论第一册，一○○至一○一页）。 

信息选读 

成为圣别就是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中分别归神。这意思也就

是与一切不是神的不同、有别。因此，我们成为不凡俗而有所

不同。在宇宙中，唯独神是圣别的。祂与一切不同、有别。因

此，成为圣别，意思就是在神的不同上与祂是一。你也许无罪

且完全，但你若不与神是一，就不圣别。神进到我们里面，我

们就是圣别的。我们进到神里面，就更加圣别。我们与神调和，

就是最圣别的。因着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圣别；因着

在神里面，我们就更为圣别；因着被神调和、浸透并饱和，我

们就最为圣别。至终这要带进称为圣城的新耶路撒冷（启二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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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城不仅是属于神、为着神，也是被神充满、被神浸透

并与神是一，是一个被神圣别的神圣实体。 

神的另一个属性是公义。神是圣别的，也是公义的。圣别与

神里面的性情有关，而公义与神外面的行动、作法、行为和活

动有关。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公义的。……神的公义就是在有关

公平和公义之行动上神的所是。神是公平、公义的。凡神在祂

公平和公义上的所是，就构成祂的公义（新约总论第一册，一

○一页）。 

这位在我们灵里作我们生命和人位的基督，乃是我们荣耀的

盼望。当祂来时，我们就要在祂里面得荣耀。这指明内住的基

督要浸透我们全人，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同形于祂荣耀的

身体。……基督现今是那满了荣耀的奥秘。当基督回来叫祂的

圣徒得荣耀时（罗八 30），这荣耀要彰显到极点。因此这是盼

望，是荣耀的盼望。基督自己也就是这荣耀的盼望（圣经恢复

本，西一 27 注 3，注 5）。 

〔林后三章十八节中的形像〕指复活并得荣之基督的形像。

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意即我们渐渐被模成复活并得荣的

基督，使我们与祂一样（罗八 29）。……〔这是〕从一种程度

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这指明在复活里，在生命里往

前的过程（林后三 18注 8，注 9）。 

我们在自己里面，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 23），落在神公

义的审判之下，也被神的圣别隔开。但如今我们这些信徒是在

基督里，就得着祂成为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不仅如此，

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甚至披戴基督作我们的公义、圣别和

荣耀。因着我们在基督里，在神眼中我们看起来就是公义、圣

别和荣耀（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七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一册，第九、十一篇；神的建造，第九篇。 



                                   174 
 

第九周 • 周六 

晨兴喂养 

启二一 19~20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的。第一根

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

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

九是黄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晶。 

甚至新耶路撒冷也像一道虹。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有十二层，

每一层是一种颜色（启二一 19~20）。我曾读到一篇文章，作者

说这十二层根基的石头，颜色看起来就像一道虹。由此我们看

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仿佛一道虹。这虹表征城是建造在神的信

实上，也得着神的信实为保证，祂必坚守祂的约。这虹也要永

远宣告，当神照着祂的公义审判罪人时，祂没有灭尽所有的人，

却从毁灭里救出许多人，叫这班人作祂信实的见证。在永世里，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集其大成，就成了一道虹，永远见证我们的

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七至一六八页）。 

信息选读 

我们这些蒙神免去审判的人，就是这圣城。凭祂的公义、圣

别和荣耀，我们有虹的样子，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实。在

圣经的末了有一座城，其根基有虹的样子，环绕着永远的神，

作祂有力的见证。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的经历，要终极完成

于这样一道虹。 

当这道虹显出来时，神的心意就得着完成。历代以来，神照

着祂公义的宝座、圣别的火并荣耀的性情，一直在审判堕落的

人。然而，神也拯救一些人到一个地步，使他们成为光辉的虹，

返照出祂的荣耀，并见证祂和祂的信实，直到永远。这一道虹

显出来，指明天和地已经相通，神和人已经联结。在新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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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宝座的四围，有一班人因着神的信实得着了救恩，他们要永

远地成为一道虹，返照出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到这时，神

永远的计划就完成了。 

虽然这虹要在永世里才显出来，但这道光辉的虹属灵的实

际应当显在今天的召会中。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让神在我

们里面作工，我们也必须接受恩典到一个地步，使每一件事都

是纯净、公正并圣别的。这意思是说，神圣别的火必须烧掉一

切与神不配的东西，使神的性情在弟兄姊妹的人性里并借着他

们的人性，显为光耀的金子。这样，召会就充满了神的公义、

圣别和荣耀。这三种特征要相联相映，形成一道光辉的彩虹，

彰显神并为神作见证。 

这对我们不该只是一个教训。这道虹的实际必须作到我们

里面，使我们这些蒙神免去审判的人，有一道虹的样子，向整

个宇宙作神的见证，并宣告神的信实。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披

戴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 

以西结说，他所看见的乃是耶和华的荣耀显出来的样子。

“我一看见就面伏于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结一 28

下）我们若要听见主在以西结书以下各章的话，就必须来到同

一点，就是在清明的天之下，在宝座前；在这宝座上坐着一个

人，有一道照耀并返照的虹。这就是我们能从上头听见声音的

地方。我们在这里，就有地位听见从诸天而来说话的声音。我

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到达这一点，我也盼望众召会都在这里。这

样，主就有路对我们说话（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八至一六

九页）。 

参读：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五至一六九页；启示录生命读

经，第六十二篇；新约总论，第四百二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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