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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奉主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必須看見神的異象﹔ 

我們在那從神來的異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 

我們的生活也受神的經綸所支配。 

 

②神需要一班活物，能彀配搭在一起，成爲一個團體的實體， 

就是團體的基督，爲著祂的彰顯、行動和行政﹔ 

活物的配搭不在自己裏面，乃在神裏面， 

藉著神聖的能力、神聖的力量和神聖的恩典。 

 

③我們必須維持與主有清明的天，也就是說，與主有清明的交通﹔ 

在我們屬靈的經歷中，在清明的天以上有寶座， 

就是讓神在我們基督徒生活中有最高、最顯著的地位。 

 

④主耶穌經過了釘十字架、復活並升天，就被帶到寶座， 

並且祂是開拓者，是先鋒，開了到寶座的路並領頭到達寶座， 

使我們能跟隨，以完成神要把我們帶上寶座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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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冬季訓練 
總題：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 

第一篇 

神的異象以及神定旨和祂心願的揭示 
  詩歌： 

讀經：結一1、3、16，八3，四十4，箴二九18上，徒二六18 

結1:1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那時諸天開了，我就看見神的異象。 
結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耶和華的手在

那裏臨到他身上。 
結1:16 輪的樣子和作法，看來好像水蒼玉。四輪都是一個樣式，樣子和作法好像輪中套輪。 
結8:3 祂伸出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之間，在神的異象中，帶我到

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在那裏有觸動主妒忌之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動妒忌的。 
結40:4 那人對我說，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上；因爲我帶

你到這裏來，目的是要使你看見；凡你所看見的，你都要告訴以色列家。 
箴29:18上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徒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

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壹 『諸天開了，我就看見神的異象』—結一1: 

一 諸天向以西結開了—1節： 

結 1:1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那時諸天開了，我就看見神
的異象。 

1 諸天開了，是神特別的眷顧；諸天也向雅各（創二八11～17）、向耶穌（太三16～
17）、向司提反（徒七56）、向彼得（十11）並向約翰開了（啓四2，十九11）。 

創28:11 到了一個地方，因爲太陽落了，就在那裏過夜；他拾起那地方的一塊石頭枕在
頭下，在那裏躺臥睡了。 

創28:12 他夢見一個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頂通著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
來。 

創28:13 耶和華站在梯子以上，說，我是耶和華你祖亞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
要將你現在所躺臥之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創28:14 你的後裔必像地上的塵沙那樣多，必向東西南北開展；地上萬族必因你和你的
後裔得福。 

創28:15 看哪，我與你同在；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必保守你，使你歸回這地。我總不離
棄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應許的。 

創28:16 雅各睡醒了，就說，耶和華真在這地方，我竟不知道。 
創28:17 他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門。 
太3:16 耶穌受了浸，隨卽從水裏上來，看哪，諸天向祂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彷彿

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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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3:17 看哪，又有聲音從諸天之上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徒7:56 就說，看哪，我看見諸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徒10:11 看見天開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 
啓4:2 我立刻就在靈裏；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啓19:11 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爲忠信真實，祂審

判、爭戰都憑著公義。 

2 以西結站在祭司的地位上，尋求神、接觸神並且聯於諸天—結一3： 

結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
耶和華的手在那裏臨到他身上。 

a 以西結在靈裏盡祭司的職分，事奉神，並與神交通；所以諸天向他開了，他就看
見神作人生命，使神與人同被建造的榮耀異象—4、16節，四十1～四八35。 

結1:4 我觀看，見暴風從北方颳來，有一朵大雲，有火不斷的閃爍，周圍有光
輝；從其中，就是從火中所發出的，看來好像光耀的金銀合金。 

結1:16 輪的樣子和作法，看來好像水蒼玉。四輪都是一個樣式，樣子和作法好像
輪中套輪。 

結40:1～48:35 從畧。 

b 諸天向以西結開啓，甚至能降到地上，使神天上的事能在地上給人看見，並且在
地上成全在人中間—啓一1、9，創二八17。 

啓1:1 耶穌基督的啓示，就是神賜給祂，叫祂將必要快發生的事指示祂的眾奴
僕；祂就藉著祂的使者傳達，用表號指示祂的奴僕約翰。 

啓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
的，爲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創28:17 他就懼怕，說，這地方何等可畏！這不是別的，乃是神的家，也是天的
門。 

3 每當神在地上找到一個人與祂是一，他的心是神心的複製，天就向他開啓—太三
16。 

太3:16 耶穌受了浸，隨卽從水裏上來，看哪，諸天向祂開了，祂就看見神的靈，彷彿
鴿子降下，落在祂身上。 

二 以西結在靈裏，在開啓的天底下，看見神的異象—神聖、屬靈、屬天的異象—結一1，
參八3，啓一10～11，四2，十七3，二一10: 

結1:1 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我在迦巴魯河邊被擄的人中，那時諸天開了，我就看見神
的異象。 

結8:3 祂伸出一隻手的樣式，抓住我的一綹頭髮；靈就將我舉到天地之間，在神的異象
中，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在那裏有觸動主妒忌之偶像的座位，就是
惹動妒忌的。 

啓1:10 當主日我在靈裏，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

給推雅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啓4:2 我立刻就在靈裏；看哪，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啓17:3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滿了

褻瀆的名號，有七頭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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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
給我看。 

1 神的異象就是祂的啓示，使我們能看見神聖、屬靈、屬天的事—結四十4，參弗一17
～18。 

結40:4 那人對我說，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
上；因爲我帶你到這裏來，目的是要使你看見；凡你所看見的，你都要告訴以
色列家。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
認識祂； 

弗1: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
耀，有何等豐富； 

2 我們向神的兒女所陳明的，該是我們藉著接觸神，在開啓的諸天底下，在靈裏所看
見之神的異象—徒二六16～19，參歌一15，七4。 

徒26:16 你起來站著，我向你顯現，正是要選定你作執事和見證人，將你所看見我的
事，和我將要顯現給你的事，見證出來； 

徒26:17 我要拯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 
徒26: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

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歌1:15 看哪，我的佳偶，你是美麗的！你是美麗的！你的眼好像鴿子。 
歌7:4 你的頸項如象牙樓；你的眼目像希實本、巴特拉並門旁的水池；你的鼻子彷彿

朝著大馬色的利巴嫩樓。 

3 這些異象會促成神召會的建造—太十六18。 

太16:18 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 

4 事奉主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必須看見神的異象—箴二九18上，徒二六19： 

箴29:18上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徒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a 在聖經裏，『異象』是指一個特殊的景象；它是說到一種特別的看見，卽榮耀、
內在的看見，也是說到我們從神所看見的屬靈景象—但七1、9～10、13～14。 

但7:1 巴比倫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牀上作夢，見了腦中的異象。他就記錄這
夢，述說事情的大意。 

但7:9 我觀看，見有些寶座設立，那亙古常在者坐下了。祂的衣服潔白如雪，頭
髮如純淨的羊毛；祂的寶座乃是火焰，其輪乃是烈火。 

但7:10 從祂面前有火河流出。事奉祂的有千千，侍立在祂面前的有萬萬。審判者
已經坐庭，案卷都展開了。 

但7:13 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祂來到亙古
常在者那裏，被領近祂面前。 

但7:14 權柄、榮耀、國度都給了祂，使各族、各國、各方言的人都事奉祂。祂的
權柄是永遠的權柄，不能廢去，祂的國必不毀壞。 

b 我們要得著異象，就需要有啓示、光和視力—弗一17～18。 



二○一六年冬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8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
分的認識祂； 

弗1: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
榮耀，有何等豐富； 

c 神的異象管制我們、限制我們、支配我們、保守我們、徹底翻轉我們、給我們膽
量往前並保守我們在真正的一裏—箴二九18上。 

箴29:18上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d 我們在那從神來的異象之下，受指引朝向神的目的地，我們的生活也受神的經綸
所支配—腓三13～14，提前一4。 

腓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 

腓3: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召我向上去得的獎賞。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

信仰裏的經綸並無助益。 

5 我們所需要的禱告，乃是帶我們魂遊象外且將屬天的異象帶給我們的禱告—徒十9～
16，二二17～21： 

徒10:9 第二天，他們行路將近那城的時候，約在正午，彼得上房頂去禱告。 
徒10:10 他覺得很餓，就想要喫。人正豫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徒10:11 看見天開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 
徒10:12 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爬物，並天空的飛鳥。 
徒10:13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喫！ 
徒10:14 彼得卻說，主阿，絕對不可，因爲一切凡俗並不潔之物，我從來沒有喫過。 
徒10:15 第二次又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徒10:16 這樣一連有三次，那器皿隨卽收回天上去了。 
徒22:17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徒22:18 看見主向我說，你要趕緊，快快離開耶路撒冷，因你爲我所作的見證，人必不

領受。 
徒22:19 我就說，主阿，他們知道我從前把信靠你的人收在監裏，又在各會堂裏鞭打他

們， 
徒22:20 並且你的見證人司提反遇害流血的時候，我還親自站在旁邊，予以贊同，並且

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服。 
徒22:21 主向我說，你去吧，因爲我要差遣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 

a 魂遊象外，意思就是從我們的己裏面出來；我們也許被監禁在我們的己裏面，但
我們必須禱告，從那種監禁裏出來。 

b 魂遊象外是從我們的己裏面出來；在那魂遊象外中，我們從神得著異象—十10～
11，二二17～18。 

徒10:10 他覺得很餓，就想要喫。人正豫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徒10:11 看見天開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 
徒22:17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裏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徒22:18 看見主向我說，你要趕緊，快快離開耶路撒冷，因你爲我所作的見證，人

必不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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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要以西結不但用眼看，也用耳聽；因此，神把祂的話隨同祂的異象，給了以西結—
結四十4： 

結40:4 那人對我說，人子阿，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聽，並要放在心
上；因爲我帶你到這裏來，目的是要使你看見；凡你所看見的，你都要告訴以色
列家。 

1 神賜給以西結的話不是普通的話，乃是明確的話，特別的話—一3。 

結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
耶和華的手在那裏臨到他身上。 

2 神的話乃是祂異象的說明。 

3 我們需要從主來的明確的話—約六63，歌八13：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歌8:13 你這住在園中的，我的同伴都要聽你的聲音，求你使我也得聽見。 

a 神要給我們特別、新鮮、活潑的話，以傳遞祂神聖的異象—林前二13，彼前四11
上。 

林前2:13 這些事我們也講說，不是用人智慧所教導的言語，乃是用那靈所教導的言
語，用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 

彼前4:11上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 

b 我們該求神給我們話語，使我們能明白異象；我們也需要話語，使我們能宣揚並
說明我們所看見的—結三1～4。 

結3:1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
說。 

結3:2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結3:3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

就喫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 
結3:4 祂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們講說我的話。 

四 神的手總是隨著祂的說話；因此，耶和華的手臨到以西結身上—一3： 

結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耶
和華的手在那裏臨到他身上。 

1 神要進來作祂所說的，並且照著祂的說話而作工—3節，詩三三9。 

結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魯河邊，耶和華的話特特臨到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
耶和華的手在那裏臨到他身上。 

詩33:9 因爲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2 神的手臨到人身上，是爲著帶領、指引人，使人採取行動—參王上十八46，但十一
32下，約七6、8，林後五14～15。 

王上18:46 耶和華的手臨到以利亞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亞哈前頭，直到耶斯列的入
口。 

但11:32下 …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約7:6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卻常是方便的。 
約7:8 你們上去過節吧，我現在不上去過這節，因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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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5: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旣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林後5: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

者活。 

3 但願我們都有開啓的天，看見神的異象，得到神的話語，也有神帶領、指引的手在
我們身上，以滿足神的需要。 

貳 以西結一章向我們揭示神的心願，以及神所要成就的定旨—4～5、26節，弗
一5、9，三10，腓二13，創一26: 

結1:4 我觀看，見暴風從北方颳來，有一朵大雲，有火不斷的閃爍，周圍有光輝；從其中，
就是從火中所發出的，看來好像光耀的金銀合金。 

結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樣式來。他們顯出來的樣子是這樣：有人的樣式， 
結1: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

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弗1: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裏面豫先定下的， 
弗3:10 爲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腓2:13 因爲乃是神爲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創1:26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

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一 說到神的心願，聖經所用的辭乃是『祂意願所喜悅的』；神意願所喜悅的，就是祂的
心願—弗一5： 

弗1:5 按著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歸於祂自己， 

1 三一神的經綸是照著祂的喜悅所定的，而祂的喜悅是出於祂的心願—9～10節，三9
～11。 

弗1:9 照著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裏面豫先定下
的， 

弗1:10 爲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
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弗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弗3:10 爲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弗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2 出於神的心願，神的喜悅，乃是神的定旨；出於這定旨的，乃是祂的經綸—提前一
4。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
裏的經綸並無助益。 

3 我們裏面的喜樂，指明神爲著祂的喜悅在我們裏面運行，並且我們照著祂的喜悅生
活行動，這喜悅就是祂心頭的願望—腓二13。 

腓2:13 因爲乃是神爲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裏面運行，使你們立志並行事。 

二 以西結一章揭示神渴望在祂兒子裏面得著彰顯—來一3。 

來1:3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話維持、載著並推動萬有；祂
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處至尊至大者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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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光耀的金銀合金所表徵的那一位—羔羊神，乃是無價之寶住在我們裏面，爲著祂的
彰顯—林後四7。 

林後4: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四 四活物的四個臉表徵基督完整、充分的彰顯—結一5～6、10： 

結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樣式來。他們顯出來的樣子是這樣：有人的樣式， 
結1:6 各有四個臉面，四個翅膀。 
結1:10 至於臉的樣式，四活物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

後面各有鷹的臉。 

1 四活物表徵一個團體的實體，就是團體的基督—神團體的彰顯；當神得著這樣團體
的彰顯，祂的定旨就必得著成就—林前十二12，弗三10～11。 

林前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體，基督也是這樣。 

弗3:10 爲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裏執政的、掌權的，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弗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2 以西結一章的異象給我們看見，我們需要成爲團體的，並且需要在配搭裏—4～5、
12節。 

結1:4 我觀看，見暴風從北方颳來，有一朵大雲，有火不斷的閃爍，周圍有光輝；從
其中，就是從火中所發出的，看來好像光耀的金銀合金。 

結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樣式來。他們顯出來的樣子是這樣：有人的樣式， 
結1:12 他們俱各直往前行；靈往那裏去，他們就往那裏去，行走並不轉身。 

五 『在寶座的樣式以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26節下： 

1 寶座上的那一位看起來像人，卻有耶和華榮耀的樣式（ 28），指明坐在寶座上的那
一位是神又是人；這一位就是神人耶穌基督，神與人的調和。 

結1:28 下雨的日子，雲中虹的樣子怎樣，周圍光輝的樣子也是怎樣。這就是耶和華榮
耀的樣式顯出來的樣子。我一看見就面伏於地，又聽見一位說話的聲音。 

2 聖經啓示，神與人的關係中祂奧祕的心意，是要將祂自己與人調和，因而使祂自己
與人一樣；也使人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與祂一樣，但無分於神格—約一12～14，
約壹三2，彼後一4，羅八29。 

約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成爲神的兒女。 
約1:13 這等人不是從血生的，不是從肉體的意思生的，也不是從人的意思生的，乃是

從神生的。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

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壹3:2 親愛的，我們現在是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曉得祂若顯現，

我們必要像祂；因爲我們必要看見祂，正如祂所是的。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旣逃離世上從

情慾來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 
羅8:29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3 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和四活物，都有人的樣子，指明四活物在地上彰顯在寶座上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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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這就是神在人性裏的顯現—結一5、26，提前三15～16。 

結1:5 又從其中顯出四個活物的樣式來。他們顯出來的樣子是這樣：有人的樣式， 
結1:26 在他們頭以上的穹蒼之上，有寶座的樣式，像藍寶石的樣子；在寶座的樣式以

上，有一位的樣式好像人的樣子。 
提前3:15 倘若我躭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會，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3:16 並且，大哉！敬虔的奧祕！這是眾所公認的，就是：祂顯現於肉體，被稱義於

靈裏，被天使看見，被傳於萬邦，被信仰於世人中，被接去於榮耀裏。 

六 全本聖經和作爲聖經縮影的以西結書啓示，神永遠的心意是要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
選的人裏面，使他們在祂的生命、性情和形像上，但不在祂的神格上，與祂一樣—弗
三15～16： 

弗3:15 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1 神的目標是要將祂自己在基督裏作到祂所救贖並重生的人裏面，使他們與祂調和成
爲一個實體，並在祂裏面同被建造，成爲祂永遠的住處，就是新耶路撒冷—約十四
20，弗三16～17，林前六17，十二12，啓二一2、10～11。 

約14: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爲一靈。 
林前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

體，基督也是這樣。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2 這是聖經啓示的中心點，也是以西結書所陳明之異象的中心點—弗一17～23，三15
～21，啓二一2、10～11。 

弗1: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
認識祂； 

弗1:18 光照你們的心眼，使你們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聖徒中之基業的榮
耀，有何等豐富；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著我們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權能的運行，是何等超越的浩
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裏，坐在自己
的右邊， 

弗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名，不但是今
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3:15 在諸天裏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從祂得名，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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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17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愛裏生根立基， 
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弗3:19 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 
弗3: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裏面的大能，極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的； 
弗3: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榮耀歸與祂，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

們。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啓21:10 我在靈裏，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

指給我看。 
啓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二○一六年冬季訓練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
	綱要附經文
	目錄
	訓練標語
	標語詩歌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第十一篇
	第十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