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后结晶读经 
#2:现有的真理与真理的路5/3-9 

Ⅰ.在圣经里有两棵树、两个源头、两个原则、两
个完成。 
Ⅱ.彼得后书显示，这卷书信是写于召会堕落且
背道的时候： 
A.背道就是偏离神真理的正路，并从圣经所启示
神经纶的正路背离；因着这样的背道，召会就渐
渐堕落了｡ 
B.背道的事乃是彼得后书的背景，作者的负担是
要信徒受到预防剂，能抵挡背道毒素: 
1.神的救恩是要在祂的三一里，将祂自己分赐到
信徒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这就是
神的经纶，神的计划。 
2.背道的事将信徒从神的经纶岔到那迷惑人的
哲学，属人的逻辑里: 
a.这不是引导信徒有分于赐人生命的生命树，乃
是有分于带进死亡的知识树｡ 
b.借着蛇的发问并对神话语暗中的破坏，信徒有
可能像夏娃一样，从吃生命树的单纯里岔开，被
带到知识树｡ 
3.彼得为了预防这种死亡的毒素，就首先以神能，
就是神圣的能力，作最强、最有效的抗毒剂: 
a.这能力将一切关于这产生并供应神圣生命，和
彰显神之敬虔的事，供给信徒。 
b.这丰富神圣的供备，使信徒胜过撒旦的背道｡ 
Ⅲ.彼得对付背道的事所用的抗毒剂，乃是生命
的供备和真理的启示： 
A.在3～11节，彼得用那为着正当基督徒生活之
神圣生命的供备，预防背道的事。 
B.在12～21节，他用神圣真理的启示，预防背道
中的异端｡ 
Ⅳ.现在的真理，就是信徒所已经接受，并现在持
有的真理: 
A.我们需要认识现有的、构上时代的真理，并持
有真理的绝对｡ 
B.我们需要清楚，某件事是否真理的一个项目: 
1.“呼求主名是真理吗？不，这不是真理。呼求
主是必须的，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实
行，但呼求主名不是真理。同意，受浸、长老治
会、洗脚和导读也不是真理。”｡ 
2.“因信称义是真理。重生、圣别、更新、变化、
模成、改变形状、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是在神
格上成为神｡』 
C.因为好些基本的真理被弃绝，甚至被表面看来
是基要的信徒所弃绝，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就需要
为真理打仗｡ 
D.今天，在背道的时候，我们需要见证神纯正话
语完全的启示，并需要为着神的话里所启示更深
真理争战，这些真理包括： 
1.关于神永远经纶的启示。 
2.关于神圣三一的启示。 
3.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的启示｡ 
4.关于终极完成的赐生命之零的启示｡ 

5.关于神永远生命的启示｡ 
6.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的启示｡』 
E.我们需要认识并见证最高的真理：神在基督里
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
但不是在神格上，成为神，使救赎的神与蒙救赎
的人得以联结、调和并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实
体，就是新耶路撒冷｡ 
Ⅴ.真理的路，即基督徒按着真理生活的途径；这
真理乃是新约内容的实际: 
A.真理的路就是正路；走正路就是过正直的生活，
没有弯曲偏斜｡ 
B.真理的路就是义路；走义路就是过着与神与人
都是对的生活，一种照着神公义而有的生活，能
为着神公义的国，接受神行政的审判｡ 
C.真理的路就是‘这道路’，指在神新约经纶里
主完全的救恩: 
1.这道路就是神借着基督得救赎和那灵的涂抹，
将祂自己分赐到信徒里的路｡ 
2.这道路就是信徒有分于神并享受神的路｡ 
3.这道路就是信徒借着享受神而在灵里敬拜祂，
并借着与受逼迫的耶稣是一而跟从祂的路｡ 
4.这道路就是信徒被带进召会中，并被建造在基
督的身体里，为耶稣作见证的路｡ 
D.走真理的路就是我们因着顺从真理，洁净自己
的魂；这真理是圣别人的真理，也就是神实际的
话｡ 
1.我们的魂因着顺从真理而得洁净，就全人专注
于神，使我们的全心、全魂并全心思都爱祂｡ 
2.我们的魂这样得着洁净，结果就是爱弟兄没有
假冒，从心里热切的爱神所爱的人｡ 
  



CP1:撒但要使人对神的话题出疑问，对神产生
反感。因此绝对不要和撒但对话 

OL1:神的救恩是要在祂的三一里，将祂自己分赐
到信徒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这就
是神的经纶，神的计画。 
OL2:背道的事将信徒从神的经纶岔到那迷惑人
的哲学，属人的逻辑里。这不是引导信徒有分于
赐人生命的生命树，乃是有分于带进死亡的知识
树。 
OL3:借着蛇的发问并对神话语暗中的破坏，信徒
有可能像夏娃一样，从吃生命树 的单纯里岔开，
被带到知识树｡ 
OL4:彼得为了豫防这种死亡的毒素，就首先以神
能，就是神圣的能力，作最强、最有效的抗毒剂。
这能力将一切关于这产生并供应神圣生命，和彰
显神之敬虔的事，供给信徒。 
OL5:这丰富神圣的供备，使信徒胜过撒但的背道。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
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
还有善恶知识树。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
看。 
20:14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
第二次的死。 
彼后1:3 神的神能，藉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祂自
己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已将一切关于生命
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OL6:我们需要认识现有的、构上时代的真理，并
维持真理的绝对。 
彼后1:12 所以，你们虽已知道这些事，且在现有
的真理上得了坚固，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 
约18:37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
世间，为要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
我的声音。 
8:32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现有的真理”也可以说是“今天的真理”。
什么是“今天的真理”呢？所有的真理虽然都记
在圣经里，却因着人的愚昧、人的不忠心、人的
失职、人的不顺服，以致许多真理都被埋在圣经
里，向人隐藏起来。直到神看为时候满足，就在
某一时期中，释放某些真理，叫它们重新再显现
出来。 

举例来说，路德马丁在第十六世纪被神兴起
来，神叫他看见什么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是
在路德之前早已经有了，但是路德乃是知道这个
真理一个最好的人，他最认识这个真理。故此，
这个真理 就成为那个时期中之“现有的真理”。 

每一个作主工作的人，总得维持真理的绝对。
这个当然需要人得拯救，脱离自己，才能对真理
绝对。有许多人对真理不够绝对，是受人事的影
响，受情感的影响。对真理一不绝对，那他在工
作上， 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着人，难免牺牲
神的真理而为着他自己，难免牺牲神的真理而为

着他的情感。所以，事奉神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真理不能牺牲。 

应用: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创3:1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
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
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 
FN神岂是真说撒但试诱女人时，首先碰着她的心
思，对神的话题出疑问，使她怀疑神的话。蛇的
问题激起夏娃怀疑的心思，使她不能用她的灵接
触神。甚至在夏娃吃知识树的果子以前，撒但邪
恶的思想就进到她里面，污染了她的心思。 
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3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
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
便如神知道善恶。 
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
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
子来吃了，又给与她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你要从夏娃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夏娃的失败
是来自和撒但对话。你要学会单纯地接受主的话，
彻底地（不是部分地）拒绝撒但。在这件事上一
定不要夹杂个人情感和喜好。和撒但对话会污秽
你的心思，最后整个魂都会被污秽。  
弟兄的见证：大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是召会
的负责人。我经常带人参加每个月一次的福音聚
会。好几个人都得救了，因此在聚会结束的几天
后，我和负责人弟兄交通，想着自己应该会被夸
奖，却被严厉地训斥。“我明明是为了被夸奖才
来交通的，却被斥责。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
我这样想的时候，怒气就涌了上来。这个时候在
我里面听到了主的声音：“无论交通合不合你所
愿,难道不应该单纯地敞开并接受吗”我因为主
的怜悯，拒绝撒但让我对弟兄反感的提案。接受
主对我说的话，和带领的弟兄持守一。结果，我
一直有着传福音的灵。感谢主。 
祷告:哦主耶稣，引诱夏娃的撒但对我们说话，用
各种方法让我们对主和弟兄姊妹，对主的话语产
生疑问。我要学习彻底地拒绝撒但的话。因为撒
但比我们狡猾。和撒但对话使我们心思被污秽，
对神和弟兄姊妹产生反感。主啊，我接受救恩的
头盔。为了单纯地爱主，跟从主，请保守我的心
思。   



CP2:学习在神圣的分赐下工作和研究，并将神
经纶的异象应用到生活中 

OL1:今天，在背道的时候，我们需要见证神纯正
话语完全的启示，并需要为着神的话里所启示更
深的真理争战，这些真理包括： 
❶关于神永远经纶的启示。 
❷关于神圣三一的启示。 
❸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身位与工作的启示｡ 
❹于终极完成的赐生命之灵的启示｡ 
❺关于神永远生命的启示｡ 
❻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召会的启示｡ 

第一是关于神永远的经纶。…神的经纶就是
神的计画，为着这计画，神有了一个行政的安排，
这安排就是祂行政的管理，要将祂自己，借着经
过种种过程、而终极完成那包罗万有的灵，分赐
到祂所拣选、重生、圣别、并变化的三部分人里
面，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只是无分于
祂的神格神位。这样，他们就构成基督的身体，
最终扩建为新耶路撒冷，作神永远的团体彰显。
神圣启示里第二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神圣的三一。 

神圣启示里第二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神圣的
三一。…神圣三一的三者是同时并存、互相内在
的，虽然彼此有别，却不分开。这一切不是为着
道理的研究和争论，乃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
神圣的三一是为着将神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
面，以完成祂永远的经纶。 

第三个主要的点，是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的
身位和工作。…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在万有中
居首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是神经纶的中心与
普及。祂借着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
复活、并…升天，将祂自己分赐给众信徒，来重
生、圣别、更新、变化他们，并将他们模成神长
子…的形像，最后还要…荣化他们。 

第四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终极完成赐生命的
那灵。…那灵经过了过程，因而成了终极完成的
灵。…神的灵经过复合、变化、并加强之后，就
成了三一神终极完成的那灵。 

神圣启示第五个主要的点，是关于神永远的
生命。…永远的意思是在品质、数量、时间、空
间和存在上，都是完全而完整的。我们乃是借着
这永远…的生命，得了重生，得以变化，且以终
极完成的三一神为我们永远的荣耀，而得着荣耀。
这就是永远的生命。 

第六个主要的点，是关于基督的身体，就是
神的召会。…这样一个是神的家，又是基督身体
的召会，在宇宙中是独一的，而出现并彰显在地
上许多不同的地方，作许多的地方召会。这召会
在生命里的交通，在宇宙一面和地方一面，都是
独一的。 

 
 
 
 
 

应用:在职者・硕士生篇 
圣经的基本、重要的启示是左边的六个项目。

这些所有都是关于神的经纶。神的经纶是基督分
赐到人里面，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在职者和硕士
生应该在神经纶下进行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享受
神圣的分赐。李弟兄说，召会生活的 1/4是聚会，
3/4 是生活。你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与弟兄姊妹交
通，并将在职生活等的实际生活，也当作是召会
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满了要求的在职生活中，学
习在主里面，跟随灵，达到要求。 
罗 8:4 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
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 
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
是生命平安。 

例如，你公司的老板已指示你在有限的期限
内执行一个困难的项目。你的实际生活是召会生
活的延续，也可以说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你要
操练灵，将心思敞开，将心思至于灵，祷告“  主
耶稣，我认为在短时间内要做一个如此困难的项
目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我敞开灵，敞开心，与你
交通。在执行业务的事上，让我经历你。公司和
上司也是你安排给我的环境。所以我还必须在主
里面听从上司的指示。我在在职生活中，也想要
享受并彰显主。”这样的话，主就会喜乐的将他
自己更多的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就是在神经纶下
的在职生活，也是召会生活一部分的在职生活。
这样经历基督之后，就可以将这样的基督分赐到
其他人里面。并且通过听别人的见证，你也可以
更多的学基督。 
    你不应该只将神的经纶视为好的教导，而不
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一定要将其应用于实际生活
中。应用是非常容易的。❶看见神的经纶，并为
着将其一点一点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祷告，❷应
用于实际生活中，❸坚定持续的祷告，应用并实
行。你不要害怕失败。以下是李弟兄晚年，在他
成熟职事里的祷告：“ …我们自己到今天为止，
在你面前仍然是无用的，仍然是满了缺陷、满了
缺点。主啊，你所给我们看见的，实在是太多，
实在是太高，我们必须承认，在进入实际上，还
是非常不足…”。 
祷告：哦主，使我清楚的看见神的经纶。并且，
为着能够将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祷告。更新奉献，
在主里面，与主一同，为着主，突破没有应用的
习惯。在主的名里祷告。阿们! 

  



CP3: 我们有责任因顺从我们所听见、 
所接受的真理洁净自己的魂 

OL1: 我们需要认识并见证最高的真理：神在基
督里成为人，为要使人在生命、性情、构成和
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救赎的神
与蒙救赎的人得以联结 、调和并合併一起，成
为一个实体，就是新耶路撒冷｡ 
约14:20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啓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
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
夫。 
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
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OL2: 我们的魂因着顺从真理而得洁净，就全人专
注于神，使我们的全心全魂并全心思都爱祂｡ 
OL3: 我们的魂这样得着洁净，结果就是爱弟兄没
有假冒，从心里热切的爱神所爱的人｡ 
可12:30 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主
你的神。 
彼前1:22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魂，
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就当从清洁的心里彼此热
切相爱。 
约17:17 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 

要领会因顺从真理洁净自己的魂是甚麽意
思，我们必须清楚本节里真理的意思。这里的真
理是圣别人的真理，就是神实际（真理）的话。
本节真理的意思不是道理。真理是包含在神的话
里，并藉着神的话所传输的实际。神不会为我们
洁净我们的魂。我们需要因顺从我们所听见、所
接受的真理而自己这样作。假定有一位弟兄对于
主的恢复挣扎了一段时间。至终，因神的怜悯和
圣别的灵在他里面的运行，他就宣告：“讚美主 ！
我的心思为着一个目标束上了。我的情感完全定
在一个人位，就是主自己身上。我没有其他爱的
对象。所以，我的意志跟着作刚强的决定：我为
着主，我也为着主的恢复。我不在意别的。”这
就是顺从真理。这样顺从真理，成了我们洁净自
己的魂的凭藉。所以，在〔彼前一章〕二十二节
彼得告诉犹太信徒，他们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
己的魂。这真理是在神圣别人的话里所传输的。
在二十二节彼得说，我们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
己的魂，以致爱弟兄没有假冒。我们的魂既得着
洁净，全人专注于神，使我们的全心、全魂并全
心思都爱祂，结果就是爱弟兄没有假冒，从心里
热切的爱神所爱的人。首先，神的重生产生圣别
的生活，然后，祂的圣化（洁净）产生了弟兄相
爱。 
 
 
 

 
 
 

应用:服事者篇 
根据彼前1:22的启示，人顺从真理就洁净自

分的魂。 
约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
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通过圣经说
应时新鲜的话。在聚会中或是祷读的时候，主对
你说雷玛的话。这新鲜的话会滋养你，供应你。
但是，如果光是听雷玛的话而不实行，你就无法
成长。听了雷玛的话，不能满足于仅仅被滋养。
这也是你不顺从真理。你如果不顺从真理就无法
洁净魂，不能全魂地去爱神。 
太7:26 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实行的，好比一个愚
拙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 
FN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这里的沙土，是指人的
观念和天然的作法。我们若照着人的观念和天然
的作法生活工作，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就是盖在沉
陷的沙土上。这就是进宽门，走那引到毁坏的阔
路。 
弟兄的见证:我工作繁忙时，撒但如下提议“因为
在职生活是现实的，所以神的经纶之类的无法去
管了吧？”。但是借着信我祷告，“神的经纶是
圣经最重要的真理。即使工作再忙，或工作再顺
利，也不能改变真理。撒但，我无视你的提案。
即使我在应用神经纶的异象时失败，但还是以神
的经纶为中心。撒但，回到十字架上!”。 

还有以前，刘遂兄弟在关于神命定的道路交
通时，我发现如果不合自己的观念，自己就寻找
不去实行的借口。我做刘遂兄弟的翻译，虽然知
道他在付出代价在主的里面向我们恳求，但还是
很难接受主通过刘遂兄弟的说话。但因着主的怜
悯和恩典，向主祷告,“主啊，我里面刚硬，存在
老旧的固有观念、无法顺从祢。即便顺从祢也是
凭着自己的选择。这不能说是真正的顺从祢。主
啊，请更新我的心思，将我从不顺从的老旧的习
惯中拯救出来。我是召会的负责弟兄，我是否顺
从弟兄姊妹也都在看着。请帮助我不要成为坏榜
样”。借着如此祷告，渐渐地做到了顺从。感谢
主。 
祷告:哦，主耶稣，为了全心全魂全心思并全力爱
主，我需要洁净自己的魂。为了不做愚拙的人，
就是即便听到祢的话却不顺从,好比在沙土上建
造房屋的人，请赐给我顺从真理以真理为根基，
听从主应时说话的恩典。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