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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冬季訓練 
總題：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 

第九篇 

虹—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之經歷的總結 
  詩歌： 

讀經：結一28，創九13，啓四2～3，十1，二一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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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9: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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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

石。 
啓10:1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火柱， 
啓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瑙，第四是綠

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壹 虹是神信實守約的記號—創九8～17： 

創9:8 神對挪亞和同他一起的兒子說， 
創9:9 看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創9:10 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出來地上的活物立約。 
創9:11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創9:12 神說，這是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各樣活物所立之約的記號，直到萬代： 
創9: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 
創9:14 我使雲彩遮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 
創9:15 我便記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滅一切有血肉的物

了。 
創9:16 虹必現在雲彩中，我必觀看，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創9:17 神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 

一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13節： 

1 神與挪亞和他的後裔並各樣的活物立約，向人類保證，絕不再用洪水毀滅他們和
地—9～17節。 

創9:9 看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創9:10 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出來地上的活物

立約。 
創9:11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創9:12 神說，這是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各樣活物所立之約的記號，直到萬代： 
創9: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 
創9:14 我使雲彩遮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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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9:15 我便記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滅一切
有血肉的物了。 

創9:16 虹必現在雲彩中，我必觀看，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創9:17 神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 

2 虹是記號，指明神是立約並守約的那一位；虹宣告神必定會守祂的約。 

3 虹是神的約的記號，表徵神的信實；神的信實就是虹—林前一9，約壹一9： 

林前1: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爲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約壹1:9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

切的不義。 

a 神自己就是信實，並且神對祂的話是信實的—林前十13，帖前五23～24。 

林前10:13 那臨到你們的試誘，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容你們受試誘
過於所能受的，祂也必隨著試誘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帖前5: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帖前5:24 那召你們的是信實的，祂也必作成這事。 

b 因著神的信實，我們得蒙寬恕；如今我們有一道虹，作神信實的記號。 

二 『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石』—啓四3： 

1 神是生命（碧玉）的神和救贖（紅寶石）的神—3節： 

啓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
子好像綠寶石。 

a 彩虹圍著祂的寶座，表徵神是立約的神，是信實的神，在祂審判地時，要遵守祂
所立的約—3節。 

啓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
的樣子好像綠寶石。 

b 神要保留一些人，成爲新地上的列國，以榮耀祂—二一24、26。 

啓21:24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帶進那城。 
啓21: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進那城。 

2 圍著神寶座的虹，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綠寶石—四3： 

啓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
子好像綠寶石。 

a 綠寶石是草綠色的，表徵地上的生命。 

b 這指明神在地上施行審判時，仍要記念祂的約，並保留一些生命在地上，如創世
記九章十一節所指明的。 

創9:11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三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基督]，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啓十1： 

1 這裏的虹指明基督在審判地時，信守神與挪亞關於地所立的約—創九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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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9:8 神對挪亞和同他一起的兒子說， 
創9:9 看哪，我與你們和你們的後裔立約， 
創9:10 並與你們這裏的一切活物，就是飛鳥、牲畜、走獸，凡從方舟出來地上的活物

立約。 
創9:11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創9:12 神說，這是我與你們，並你們這裏各樣活物所立之約的記號，直到萬代： 
創9:13 我把虹放在雲彩中，這就作我與地立約的記號。 
創9:14 我使雲彩遮地的時候，必有虹現在雲彩中； 
創9:15 我便記念我與你們，和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約，水就再不氾濫，毀滅一切

有血肉的物了。 
創9:16 虹必現在雲彩中，我必觀看，記念我與地上各樣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約。 
創9:17 神對挪亞說，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約的記號。 

2 這虹也指明基督執行神的審判，是照著那坐在天上有虹圍繞之寶座上的神，就是那
信實守約的神—啓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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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

子好像綠寶石。 

貳 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的經歷總結於一道虹—結一28，啓四3，十1，二一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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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子好像
綠寶石。 

啓10:1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腳像
火柱， 

啓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瑙，第
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第十是
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一 神永遠的定旨是要在基督裏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成爲我們的生命和一切，使我們
接受祂作我們的人位，活祂並彰顯祂；這是神心頭的願望，也是聖經的中心點—弗一
9，三11、16～17上，腓一20～2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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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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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腓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

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爲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1 神中心的工作乃是要在基督裏把祂自己建造到我們裏面，使我們與祂是一，作祂團
體的彰顯—加四19，弗三17上。 

加4:19 我的孩子們，我爲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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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17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2 至終，三一神和蒙救贖的人要聯結、調和、合併，並建造成爲一個實體，就是新耶
路撒冷—啓二一2、10，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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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作柱子，他也絕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將我神
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這城就是由天上從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並
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 

二 按照神的計畫，以西結一章所啓示的屬靈事物，乃是開始於風，而結束於虹—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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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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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了清明的天同著寶座，並經歷一個人有金銀合金與烈火的樣子，結果我們就有一
道虹的樣子—26～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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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1:27 我見從祂腰以上，看來好像光耀的金銀合金，有彷彿火的樣子四面包圍；又見
從祂腰以下，有彷彿火的樣子。祂周圍都有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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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虹是坐寶座之人周圍的光輝；這光輝表徵寶座上的主四圍的輝煌和榮耀—2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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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虹可視爲由藍、紅、黃三種主色組合而產生的： 

1 藍是神藍寶石之寶座的顏色，表徵神的公義；紅是聖別之火的顏色，表徵神的聖
別；黃是金銀合金的顏色，表徵神的榮耀—羅一17，三21，十3，六19、22，三23，
八18、21，林前一30。 

羅1:17 因爲神的義在這福音上，本於信顯示與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本於信得生
並活著。" 

羅3:21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法和申言者爲證， 
羅10:3 因爲不知道神的義，又想要建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羅6:19 我因你們肉體的輭弱，就照著人的常情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

作奴僕，以至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聖別。 
羅6:22 但現今你們旣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聖別的果子，結局就是永

遠的生命。 
羅3:23 因爲眾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8:18 因爲我算定今時的苦楚，不配與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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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8:21 指望著受造之物自己，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著釋放，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自
由。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別和救贖， 

2 公義、聖別和榮耀，是三種神聖的屬性，使罪人不能靠近神—創三24： 

創3:24 於是把那人趕出去了；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
劍，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a 擊殺用的劍指明神的公義（參哀三42～43，羅二5）；火焰表徵神的聖別（申四
24，九3，來十二29）；基路伯表徵神的榮耀（結九3，十4，來九5）。 

哀3:42 我們犯罪背叛，你並不饒恕。 
哀3:43 你以怒氣遮蔽自己，追趕我們。你施行殺戮，並不顧惜。 
羅2:5 你竟任著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爲自己在神動怒並顯示祂公義審判的日子，

積蓄忿怒。 
申4:24 因爲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申9:3 你今日當知道，耶和華你的神是烈火，在你前面過去，要滅絕他們，將他

們制伏在你面前，好使你照耶和華所說的，趕出他們，將他們速速消滅。 
來12:29 因爲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結9:3 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伯上，現今從那裏升到殿的門檻。祂將那身穿細

麻衣、腰間帶著書記墨盒子的人召來。 
結10:4 耶和華的榮耀從基路伯那裏，升到殿的門檻以上；殿裏充滿了雲彩，院子

也被耶和華榮耀的光輝充滿。 
來9:5 櫃上面有榮耀的基路伯覆蔭著遮罪蓋；關於這幾件，現在不能一一細說。 

b 因著墮落的人無法滿足神公義、聖別和榮耀的要求，他就不可接觸作生命樹的
神；直到基督藉著祂在十字架上包羅萬有的死，滿足了這些要求，開了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使我們得以進入至聖所，有分於作生命樹的基督—十19～20，啓二二
14。 

來10:19 弟兄們，我們旣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來10:20 是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

肉體， 
啓22:14 那些洗淨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 

3 主耶穌死在十字架上，滿足了神公義、聖別和榮耀的要求；並且如今在復活裏，祂
就是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榮耀—林前一30：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別和救贖， 

a 義是從神爲著祂的行政而來的（詩八九14上，九七2，賽三二1）；如今，我們在
基督裏面，正在成爲神的義（林後五21）。 

詩89:14上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 
詩97:2 密雲和幽暗，在祂的四圍；公義和公平，是祂寶座的根基。 
賽32:1 看哪，必有一王憑公義作王，必有首領按公平掌權。 
林後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b 因著有神在我們裏面，我們就成爲聖別，甚至和神自己一樣的聖（彼前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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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因著在神裏面，我們就更爲聖別；因著被神調和、浸透並飽和，我們就最
爲聖別（帖前五23）。 

彼前1:15 卻要照著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爲人上，也成爲聖的； 
彼前1:16 因爲經上記著："你們要聖別，因爲我是聖別的。" 
帖前5:23 且願和平的神，親自全然聖別你們，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

守，在我們主耶穌基督來臨的時候，得以完全，無可指摘。 

c 基督住在我們裏面，作榮耀的盼望（西一27），並且我們漸漸變化成爲祂的形
像，從榮耀到榮耀（林後三18）。 

西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
你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旣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
漸漸變化成爲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4 因著我們在基督裏，我們有基督作我們的公義、聖別和榮耀；在神眼中我們看起來
就是公義、聖別和榮耀，並且我們有一道虹的樣子—林前一30。 

林前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出於神，這基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
別和救贖， 

5 這道虹的實際必須作到我們裏面，使我們這些蒙神救贖的人，有一道虹的樣子，作
神的見證；這意思是說，我們要有神的公義、聖別和榮耀—結一28，啓四2～3，十
1，二一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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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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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

子好像綠寶石。 
啓10:1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

兩腳像火柱， 
啓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6 雖然這虹要在永世裏才完全顯出來，但這道光輝的虹屬靈的實際應當顯在今天的召
會中—提前三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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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必須讓神在我們裏面作工，我們也必須接受恩典到一個地
步，使每一件事都是公義、聖別並榮耀的—腓二12～13。 

腓2:12 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旣是常順從的，不但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
如今不在的時候，更是順從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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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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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若讓神聖別的火燒掉一切與神不配的東西，使神的聖別性情藉著我們的人性
顯爲金子，召會就會充滿了神的公義、聖別和榮耀—弗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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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這公義、聖別和榮耀要相聯相映，形成一道光輝的彩虹，彰顯神並爲神作見證。 

四 新耶路撒冷顯出一道彩虹的樣子；聖城看起來就像一道虹—啓二一19～20： 

啓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第
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1 十二層根基的顏色，顯出一道彩虹的樣子，圍著永遠的神，作爲祂的見證；這表徵
整座城是建造在信實之神永遠的信實上： 

a 新耶路撒冷是建造在神守約的信實上，並藉著神這信實得以穩固—四2～3，二一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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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

的樣子好像綠寶石。 
啓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

是瑪瑙，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

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b 在神的經綸裏，我們需要被信實的神構成，成爲信實的，甚至像祂一樣信實—林
前四2，七25，提前一12，提後二13。 

林前4:2 還有，在此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顯爲忠信。 
林前7:25 關於童身的人，我沒有主的命令，但我旣蒙主憐憫成爲忠信的，就提出我

的意見。 
提前1:12 我感謝那加我能力的，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因祂以我爲忠信，派我盡職

事。 
提後2:13 我們縱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爲祂不能否定自己。 

2 作爲永世裏的新耶路撒冷，我們這些蒙神拯救之人的集大成，要成爲一道虹，永遠
見證我們的神是信實的—啓二一2、1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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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a 憑神的公義、聖別和榮耀，我們有一道虹的樣子，向全宇宙宣告神拯救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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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道虹顯出來時，神心頭的願望就得著完成—弗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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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永遠的虹，將是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經歷的總結—啓四2～3，十1，二一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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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那位坐著的，顯出來的樣子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虹圍著寶座，顯出來的樣

子好像綠寶石。 
啓10:1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

兩腳像火柱， 
啓21:19 城墻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裝飾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瑪

瑙，第四是綠寶石， 
啓21: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黃玉，

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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