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枯乾骸骨被點活，成爲極大的軍隊，
以及兩根木杖接連，爲著建造神的家
詩歌：

讀經：結三七1～28
結37:1
結37:2
結37:3
結37:4
結37:5
結37:6
結37:7
結37:8
結37:9
結37:10
結37:11
結37:12
結37:13
結37:14
結37:15
結37:16
結37:17
結37:18
結37:19
結37:20
結37:21
結37:22
結37:23

耶和華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華在祂的靈裏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徧滿骸骨。
祂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在平原上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活過來麼？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祂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申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接近，骨與骨聯
絡。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裏面還沒有氣息。
主對我說，你要向風申言；人子阿，你要申言，向風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阿，要從四
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隊。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失
去了，我們被剪除淨盡了。
所以你要申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
中上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
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
人子阿，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爲猶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
寫：爲約瑟（以法蓮的木杖）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彼此接連爲一，在你手中成爲一根。
你本族的子民問你說，你不告訴我們這些木杖是甚麼意思麼？
你就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約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木杖，就是那在以法蓮
手中的取來，放在猶大的木杖上，使其成爲一根木杖，二者就在我手中成爲一根。
你在其上寫字的那兩根木杖，要在他們眼前拿在手中；
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列國中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
們，領他們進入自己的地。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的眾山上成爲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人的王；他們不再是二
國，絕不再分爲二國。
他們必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並一切的過犯玷污自己；我卻要救他們出離一切的住處，就
是他們犯罪的地方，並要潔淨他們。如此，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

二○一七年夏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5

結37:24
結37:25
結37:26
結37:27
結37:28

我的僕人大衞必作他們的王，他們眾人必歸一個牧人。他們必遵行我的典章，謹守遵行我的
律例。
他們必住在我賜給我僕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們列祖所住之地；他們和他們的子孫，並子孫
的子孫，都必住在那裏，直到永遠。我的僕人大衞必作他們的首領，直到永遠。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爲與他們所立的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置在本地，使他們的
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所，直到永遠。
我的帳幕必在他們中間；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我的聖所在以色列人中間直到永遠，列國就必知道我是使以色列分別爲聖的耶和華。

壹 以西結書分爲四大段：
一

第一大段是第一章，說到神榮耀的異象，啓示這位聖別的神在祂的榮耀裏。

二

第二大段是第二至三十二章，說到神的審判，對付一切與神的公義、聖別和榮耀不合
的事物。

三

第三大段是第三十三至三十九章，說到神餘民的恢復；這指明這一段的主要觀念乃是
主的恢復。

四

第四大段是第四十至四十八章，說到神來建造蒙愛得著恢復的人，叫他們成爲祂的居
所；這一段專講神的建造。

貳 以西結書有三章可視爲聖經裏的大章，就是一章、三十七章和四十七章：
一

這幾章各可用一個字代表：第一章是『火』，三十七章是『氣』，四十七章是
『水』。

二

三十七章啓示主來復興祂那死沉、分散的子民，使他們成爲一；因著他們成了死沉枯
乾的骸骨，所以他們需要被點活並聯結起來。

叁 以西結三十七章啓示神的靈如何進到我們裏面，點活我們，使我們成爲團體的
身體，形成軍隊，並建造成爲神的居所—1～28節：
一

枯乾骸骨的異象表明，在神進來更新並重生我們以前，我們不僅是罪惡並污穢的（三
六25），也是死的，埋在各種罪惡、世俗、宗教事物的『墳墓』裏（三七12～13）。
結36:25
結37:12
結37:13

二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
穢，脫離一切的偶像。
所以你要申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
你們從墳墓中上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們像死沉枯乾的骸骨，脫節離散，沒有合一：
1 無論我們是未得救的罪人或退後的信徒，我們的光景就是這樣；不僅不信的罪人需
要從墳墓裏釋放出來，甚至許多弟兄姊妹也需要得復興，得釋放脫離他們的死沉和
墳墓。
2 今天許多基督徒被埋在公會、宗派、分裂、獨立團體和各種運動的墳墓裏。
3 從前我們都在這樣的墳墓裏，是枯死、離散、脫節的，沒有聯於任何人，但主乃是
死人的救主；神在這裏的話是要使死人成爲活人—約五25，弗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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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而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爲人，隨着這世界的世代，順着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
是那現今在悖逆之子裏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慾裏，行事爲人，行肉體和思
念所意欲的，生來就是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
然而神富於憐憫，因祂愛我們的大愛，
竟然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便叫我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你們得救是靠
着恩典，）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裏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天界裏，
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
富。
你們得救是靠着恩典，藉着信；這並不是出於你們，乃是神的恩賜；

弗2:1
弗2:2
弗2:3
弗2:4
弗2:5
弗2:6
弗2:7
弗2:8

三

以西結在以西結三十七章的申言不是豫言，乃是爲主說出、宣告一些事—4～5節：
結37:4
結37:5

祂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申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1 當以西結說話時，神就將那靈賜給人—10、14節。
結37:10
結37:14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
隊。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
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2 在聖經裏，申言的主要意義不是豫言，乃是說出主，將主供應給人：
a 『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林前十四4下。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b 『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爲要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31節。
林前14:31

因爲你們都能一個一個的申言，爲要使眾人有學習，使眾人得勉勵。

c 申言爲神說話並說出神，以神爲內容，把神供應給聽見的人，並帶他們歸向神；
召會的聚會應當充滿神，會中一切的活動都該把神傳達並傳輸給人，使他們爲神
所灌注—24～25節。
林前14:24
林前14:25

但若眾人都申言，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進來，他就被眾人勸服，
被眾人審明了；
他心裏的隱情顯露出來，就必面伏於地敬拜神，宣告說，神真是在你們中
間了。

d 我們要申言，就必須是有神的氣之屬神的人—提後三16～17：
提後3:16
提後3:17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
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爲着各樣的善工，裝備齊全。

㈠ 我們讀聖經該是一種吸入，我們教導聖經該是一種呼出。
㈡ 當我們在爲主說話時，我們該覺得我們在呼出神，聽者在吸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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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言會使你成爲得勝者；申言乃是得勝者的功用—林前十四3、4下，參太十六
18。
林前14:3
但那申言的，是對人講說建造、勉勵和安慰。
林前14:4下 …但那申言的，乃是建造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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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當以西結申言時，神就差來風、氣息和靈，吹在枯乾的骸骨上—結三七4～10、14：
結37:4
結37:5
結37:6
結37:7
結37:8
結37:9
結37:10
結37:14

祂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申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
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接
近，骨與骨聯絡。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裏面還沒有氣息。
主對我說，你要向風申言；人子阿，你要申言，向風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
息阿，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
隊。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
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a 希伯來文，ruach，如阿克，在五至十節和十四節繙成不同的字：風、氣息、靈。
結37:5
結37:6
結37:7
結37:8
結37:9
結37:10
結37:14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
面，你們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
接近，骨與骨聯絡。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裏面還沒有氣
息。
主對我說，你要向風申言；人子阿，你要申言，向風說，主耶和華如此
說，氣息阿，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
的軍隊。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
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b 在屬靈的經歷上，當神吹在我們身上時，祂的氣息就是風；當我們呼吸這風時，
那就是氣息；當氣息進到我們裏面時，那就是靈。
c 當以西結申言時，神就吹風，百姓接受氣息，這氣息就成爲靈，就是賜生命的
靈—林前十五45下，林後三6。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
爲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4 當以西結初次申言時（結三七7），就有響聲和震動，使枯骨聯絡在一起；當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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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中來在一起，藉呼求主並讚美祂而發出歡呼的聲音（詩九五1，參哀三55～56，
約二十22，詩歌二一○首），我們就真實的是一。
結37:7
詩95:1
哀3:55
哀3:56
約20:22
詩歌二一○首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接
近，骨與骨聯絡。
來阿，我們要向耶和華歡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
耶和華阿，我從極深的坑裏呼求你的名。
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求你不要掩耳不聽我的呼吸，我的呼籲。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1
主，求你向我吹聖靈，教我如何吸入你；
助我向你胸懷一傾我的犯罪與自己。
（副）我是呼出我的愁苦，呼出我罪污；
我是吸入，一直吸入，你所有豐富。
2
我是呼出我的生命，我纔可能被充滿；
放棄輭弱或是力勁，吸入憐憫和恩湛。
3
呼出我的罪律桎梏，你已爲我全除摒；
吸入你的聖潔豐富，發現惟你是生命。
4
我正呼出我的憂愁在你慈愛的胸臆；
吸入你的喜樂、保守，吸入你的甜安息。
5
我正呼出我的病勢，你早已爲我負擔；
我正吸入你的醫治，因你早已賜平安。
6
我今呼出我的羨慕，入你慈愛的耳中；
我今吸入你的答覆，平靜疑惑和驚恐。
7
我今每刻都在呼吸你的生命作生命；
一呼一吸都在乎你，求你由我來顯明。

5 當以西結再次申言時（結三七10），氣息就進到『極其枯乾』（2；參11）並死沉的
骸骨裏面，『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隊』（10），爲神爭戰。
結37:10
結37:2
結37:11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
隊。
祂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在平原上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
我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被剪除淨盡了。

肆 兩根無生命的木杖象徵以色列國分裂的兩部分—南方的猶大國和北方的以色列
國—16節：
結37:16

一

人子阿，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爲猶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寫：爲約瑟（以法蓮的木杖）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這兩國不能合一，並且在主眼中，他們完全死了、枯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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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他們被點活並在生命中長大以後，就能聯結爲一—17節。
結37:17

三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彼此接連爲一，在你手中成爲一根。

這很像接枝，就是把兩根枝子接在一起，至終枝子就長在一起—羅六5，十一17、24：
羅6:5
羅11:17
羅11:24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祂復活的樣式裏與祂聯合生長；
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在其中接上去，一同有分於橄欖根的肥
汁，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況
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1 長在一起是指生機的聯結，在這聯結裏有生長發生，就是使一方有分於另一方的生
命與特徵；在這與基督生機的聯結裏，凡基督所經過的，都成了我們的歷史。
2 祂的死與復活現今是我們的，因爲我們在祂裏面，已經在生機上與祂聯結；這就是
接枝—24節。
羅11:24

你是從那天然的野橄欖樹上砍下來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栽種的橄欖樹上，何
況這些天然的枝子，豈不更要接在自己的橄欖樹上麼？

3 這接枝能：㈠排除我們一切消極的元素；㈡使我們身上神所造的功能得以復活；㈢
拔高我們的功能；㈣充實我們的功能；㈤浸透我們全人，以變化我們。
四

以西結三十七章一至十四節的枯骨是爲著形成軍隊，爲神爭戰；十六至二十二節的木
杖是爲著建造神的家，作神的居所。
結37:1
結37:2
結37:3
結37:4
結37:5
結37:6
結37:7
結37:8
結37:9
結37:10
結37:11
結37:12
結37:13
結37:14
結37:16

耶和華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華在祂的靈裏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
徧滿骸骨。
祂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在平原上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活過來麼？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祂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申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
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接近，
骨與骨聯絡。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裏面還沒有氣息。
主對我說，你要向風申言；人子阿，你要申言，向風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
阿，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
隊。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
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被剪除淨盡了。
所以你要申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
你們從墳墓中上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
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人子阿，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爲猶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
杖，在其上寫：爲約瑟（以法蓮的木杖）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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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37:17
結37:18
結37:19

結37:20
結37:21
結37:22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彼此接連爲一，在你手中成爲一根。
你本族的子民問你說，你不告訴我們這些木杖是甚麼意思麼？
你就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約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木杖，就是
那在以法蓮手中的取來，放在猶大的木杖上，使其成爲一根木杖，二者就在我手
中成爲一根。
你在其上寫字的那兩根木杖，要在他們眼前拿在手中；
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從他們所到的列國中收取，又從
四圍聚集他們，領他們進入自己的地。
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的眾山上成爲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人的王；他們
不再是二國，絕不再分爲二國。

伍 本章的啓示表明，身體、召會和神的家要有真正的一，惟一的路乃是生命的
路：
一

氣息進到死人裏面，成爲他們的生命，死人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隊。

二

一至十四節的枯骨以及十六至十七節的兩根枯枝能成爲一，不是藉著恩賜或教訓，乃
是藉著生命。
結37:1
結37:2
結37:3
結37:4
結37:5
結37:6
結37:7
結37:8
結37:9
結37:10
結37:11
結37:12
結37:13
結37:14
結37:16
結37:17

三

耶和華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華在祂的靈裏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
徧滿骸骨。
祂使我從骸骨的四圍經過，在平原上的骸骨甚多，而且極其枯乾。
祂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能活過來麼？我說，主耶和華阿，你是知道的。
祂又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申言說，枯乾的骸骨阿，要聽耶和華的話。
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
我必給你們加上筋，使你們長肉，又將皮遮蔽你們，使氣息進入你們裏面，你們
就要活了；你們便知道我是耶和華。
於是，我遵命申言。正申言的時候，就有響聲，不料，有震動；骸骨彼此接近，
骨與骨聯絡。
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裏面還沒有氣息。
主對我說，你要向風申言；人子阿，你要申言，向風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氣息
阿，要從四方而來，吹在這些被殺的人身上，使他們活了。
於是我遵命申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
隊。
主對我說，人子阿，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
們的指望失去了，我們被剪除淨盡了。
所以你要申言，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
你們從墳墓中上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上來，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裏面，你們就要活了；我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
我耶和華如此說，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
人子阿，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寫：爲猶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
杖，在其上寫：爲約瑟（以法蓮的木杖）和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
你要使這兩根木杖彼此接連爲一，在你手中成爲一根。

枯骨和枯枝被點活並成爲一，這一乃是生命分賜與生命長大的結果—參約十七2、11、
17、21～23，弗四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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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7:2
約17:11
約17:17
約17:21
約17:22
約17:23
弗4:11
弗4:12
弗4:13
弗4:14
弗4:15
弗4:16

正如你曾賜給祂權柄，管理一切屬肉體的人，叫祂將永遠的生命賜給一切你所賜
給祂的人。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
所賜給我的名裏，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爲一，像我們一樣。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使他們都成爲一；正如你父在我裏面，我在你裏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裏面，叫世
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爲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爲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來，
並且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祂所賜的，有些是使徒，有些是申言者，有些是傳福音者，有些是牧人和教師，
爲要成全聖徒，目的是爲着職事的工作，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
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
達到了基督豐滿之身材的度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爲波浪漂來漂去，並爲一切教訓之風所搖蕩，這教訓是在
於人的欺騙手法，在於將人引入錯謬系統的詭詐作爲；
惟在愛裏持守着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裏面；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
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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