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基督身體的一乃是約翰十七章主的禱告裏所啓示在三一神裏的一；基督身體的一乃是

神聖三一擴大的一。

約翰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聖父阿，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

所賜給我的名裡，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21 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

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22 你所賜給我

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

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

在約翰十七章，主禱告的主題是一。…那時這一還沒成實際；然而，這一的模型—神聖三

一的三者之間的一—已經有了。父和子是一而這一含示或包括那靈在內。

以弗所書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4 一個身體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

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的；5 一主，一信，一浸；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

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Ⅱ．主在約翰十七章所禱告的一，乃是出埃及二十六章裏的帳幕所豫表的一；因着帳幕的四

十八塊豎板豫表信徒建造在一起作神的居所，所以帳幕是三一神裏的一清楚的圖畫：

出26:15 你要用皂莢木作帳幕的豎板。24 板下方要雙的，板頂端要完全連於一個環子；兩塊

都要這樣，用於兩個拐角。25 必有八塊板和十六個銀卯座；這塊板下有兩個卯座，那塊板

下也有兩個卯座。26 你要用皂莢木作閂，為帳幕這面的板作五條閂，27 為帳幕那面的板作

五條閂，又為帳幕後面朝西的板作五條閂。28 板腰間的中閂，要從這一頭通到那一頭。29

板要用金包裹，又要作板上的金環，用以套閂；閂也要用金包裹。

1・月

帳幕所豫表在三一神裏的一2016.9.5-9.11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42）



2・火

Ａ．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一方面，見於三個金環（聯結之閂的套環）；這三個金環表徵起初

的靈，就是重生並蓋印的靈，也就是在復活裏三一神包羅萬有的靈，爲着聯結信徒。

出26:29 板要用金包裹，又要作板上的金環，用以套閂；閂也要用金包裹。

以弗所書1: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裡面信了，就在

祂裡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Ｂ．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二方面，見於金子（表徵神同其神性）包裹豎板（表徵信徒同其人

性）：

１．帳幕豎板的一不在於皂莢木，乃在於包裹木頭的金子；這描繪召會中的一不在於我們

的人性，乃在於三一神同祂的神聖性情。

約翰17:21 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２．豎板的一不僅在於金子（表徵神），也在於金子的照耀，金子的彰顯（表徵神的榮耀）；

今天我們的一乃是在三一神裏，並在祂的榮耀、照耀和彰顯裏。約翰17:22你所賜給我

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 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

我裡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

３．起初的靈，就是由金子所豫表的三一神，乃是那靈的一；包裹的金子實際上乃是一的

擴展：

以弗所書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

ａ．我們越被金子包裹，就越有一；我們越有神，我們的一就越強。

ｂ．我們可能沒有被金子包裹，反而只是鍍了金，像啓示錄十七章裏的大巴比倫；我們

金子的分量，可能不彀將我們保守在真正的一裏。



3・水

ｃ．惟有當豎板充分的用金子包裹，這些豎板纔被成全成爲一；這指明被成全成爲一，

就是得着更多的神。出26:29 板要用金包裹，…

ｄ．要得着足彀的金子厚厚的包裹十五英呎長(約4.6ｍ) ，二十七英吋寬(約69㎝)的皂莢

木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金子（表徵神）必須又重又厚，足彀支撐一塊沉重的豎板

（信徒），並使它與別的豎板合在一起。

出26:16 每塊要長十肘，寬一肘半。

ｅ．一不是在我們的人性裏，這一完全是在三一神裏面；被成全成爲一，意思是得着更

多的神。

約翰17:21使他們都成為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我們裡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23 我在他們裡面，你在我裡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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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負擔是要指出，在我們的人性裏斷不能找着真正的一。不要以爲你若是謙卑

或是溫柔，就能與別人成爲一。不管我們是溫柔或是粗暴，快或慢，驕傲或謙卑，受

過教育或未受教育，我們在一的事上都有問題。我們在自己裏面，靠着自己，並憑着

自己，根本就不能與別人成爲一。事實上，我們甚至不能一直和我們自己成爲一。…

一是在金子裏，而不是在皂莢木裏。這意思就是說，在召會裏的一，不是在我們的人

性裏；這一完全是在三一神裏面。已往我不解，爲甚麼在主爲着一的禱告裏沒有題到

像謙卑、溫柔、恩慈等美德，反而主要說到要在三一神裏面。約翰十七章二十一至二

十三節的觀念乃是在三一神裏的一。這啓示出一不是在人性裏，而只在三一神裏。

『主，我悔改，我只是鍍了金，還沒有被金子包裹。我對你的經歷只是表面的鍍金。這樣雖

然能使別人稱讚我，但不彀有真實的一，不彀使我與別人聯在一起。』



4・木

４．『沒有足量的神，會造成一的嚴重問題。主的恢復不是一種運動；我們不盼望得着許多

人。在恢復裏我們關心的乃是金子的真實重量。重要的問題是：你有多少神？主的恢復

乃是在於神以自己包裹祂所恢復的人。』

５．『一』是一件深深浸潤在三一神裏，直到我們完全被金子包裹的事；我們的問題在於我

們缺少神，我們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祂：

也許你在召會生活中站立得很穩，這非常好；但在三一神裏的一呢？我們都需要有

足量的神來包裹豎板，並有神拔尖的分作爲支撐聯結的閂的金環。當我們有了一般的

金子和上選的金子時，在一的事上就沒有問題了。然而，我們若沒有得着必需的金子，

遲早都會出問題。我們需要扎實的一，這一乃是我們所得着那足量的神。不要倚靠教

訓或道理。此外，更不要依賴你自己的愛，或你天然的喜好。連你堅定的意志，在保守

一的事上也不可靠。在一的事上，只有一件事是可靠的，那就是足彀分量的神。正如豎

板只能在金子裏成爲一，我們也惟有藉着浸潤在神裏面才能成爲一。

歌羅西書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

就以神的增長而長大。

腓立比書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因

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要贏得基督，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是有自

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ａ．每一件事都在於我們有多少金子；我們若是缺少金子，就都可能變得有異議。

ｂ．今天主需要這真正的一；我們若沒有這一，就不能在恢復裏往前。

ｃ．保守在這扎實、真實的一裏惟一的路，就是有足量經歷過的神。



６．神精金的性情絕不包裹我們墮落的性情，只包裹我們由皂莢木所表徵之重生並變化

過的性情：

ａ．金子的包裹與這變化同時發生；那裏有變化，那裏也就有金子的包裹。

ｂ．變化乃是在於我們的愛主，接觸祂，聽祂的話，向祂禱告，以及照着靈而行；只要我們

有這五樣，就是活基督。

以弗所書1: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裡面信了，就

在祂裡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羅馬書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腓立比書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

叫我得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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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因為在我，活

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ｃ．惟有我們都被變化，都被金子包裹了，我們中間纔可能不再有異議；惟一的保護乃

是被金子包裹。

哥林多後書3:16 但他們的心幾時轉向主，帕子就幾時除去了。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

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

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

成的。

羅馬書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

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3 我藉著所賜給我的恩典，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

過於所當看的，乃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適度。4 正如我們一個

身體上有好些肢體，但肢體不都有一樣的功用；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

體，並且各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5・金



6・土

Ｃ．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三方面，見於聯結的閂，將四十八塊豎板聯結在一起，使其成爲一；

這些聯結的閂表徵起初的靈成爲聯結的靈，將基督所有的肢體聯結成爲一個身體：

出26:26 你要用皂莢木作閂，為帳幕這面的板作五條閂，27 為帳幕那面的板作五條閂，又

為帳幕後面朝西的板作五條閂。28 板腰間的中閂，要從這一頭通到那一頭。

１．聯結的閂是皂莢木作的，爲着連接的力量；並且用金子包裹，爲着聯結；閂是用皂莢木

作的，指明那靈的一不僅與基督的神性有關，也與基督的人性有關。

２．聯結的閂實際上不單表徵聖靈，也表徵調着人靈的聖靈調和的靈，包括神性與人性。

３．帳幕豎板的聯結在於閂通過每塊豎板上的環，將豎板聯結一起；這表徵當信徒的靈與那靈合

作，因而讓聯結的靈通過他們，將他們與其他信徒聯結一起時，在基督裏的信徒就能聯結爲一。

４．爲使聯結的靈通過我們，而將我們和別人聯結一起，我們需要接受十字架，因爲聯結

的靈總是橫過豎板的：

ａ．藉着我們的靈（同着我們的心思、意志和情感）與橫過的靈合作，我們就被聯結成爲一；每當我

們的靈與橫過的靈是一，我們就經歷聯結的靈。

ｂ．起初的靈必須成爲在我們裏面聯結的靈，然後我們就會有一和建造，並會蒙保守脫

離異議和分裂。

ｃ．『本篇信息不是查經的成果；乃是極度受苦的結果。因着這樣的受苦，我在主面前極

力尋求，想要領會這種光景。漸漸的，主給我看見，某些親愛的聖徒除了三個金環之

外，甚麼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因着沒有變化，就沒有金子的擴展。沒有變化的原因，

在於這些有異議之人的經歷裏沒有十字架的對付。』

ｄ．我們是藉着基督復活的大能而模成祂的死。

ｅ．我們所作並所說的一切，都必須經過十字架並憑着那靈，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將

基督分賜給人。



經歷（在職篇）：

①一不是在我們的人性裏，這一完全是在三一神裏面；被成全成爲一，意思是得着更多的神。

約翰17章說到，在聖父的名裡，藉神聖話語的聖別，在神聖榮耀裡的信徒被成全成為一。補充

本詩歌第18首就是有關於約翰17章的這些內容。

在名裡： 11聖父阿，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裡(生命裡)，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為一，

像我們一樣。

藉著聖言: 17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在神聖榮耀裡: 22你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他們成為一，正如我們是一一樣。不

可以認為倚賴自己的優點能夠與弟兄姊妹成為一。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個一只在三一神裡

面。你要每天ａ）隨時呼求主的名、在主裡親近父、享受神聖的生命，ｂ）每天早上禱讀主話、吃

喝享受主，ｃ）在職場或家庭，應該要從裡到外彰顯榮耀的基督。這樣的生活是加增神的生活，

你被成全與弟兄姊妹成為一。

②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三方面，見於聯結的閂，將四十八塊豎板聯結在一起，使其成爲一；

這些聯結的閂表徵起初的靈成爲聯結的靈，將基督所有的肢體聯結成爲一個身體。

聯結的靈一直要橫過我們而臨到別人，問題在於我們是否願意跟隨祂。甚麼時候我們

的靈與橫過的靈是一，我們就經歷了聯結的靈。每次我們照着那靈生活行動，就經歷那靈

的橫過。我們是站立的，但我們也是被那靈橫過的。我們的靈若不跟隨那靈，那靈就不會

橫過我們。當我們的靈協同橫過的靈時，我們就有了聯結的閂。…這種對聯結的閂的認識，

可由我們的經歷來印證。爲這緣故，我們的靈和我們的心思、意志、情感，需要跟隨那靈。

惟有如此，我們才會有聯結的閂，五條閂排列成三行，把信徒聯結爲一。

你要向相交的靈敞開並服從、與配偶、屬靈同伴、同區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聯結。神的心願就

是你與其他肢體一同被建造、擴大三一神的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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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補充本）18番
1 ちちはいのちの源泉、子たちはなが表現。
ちちの御名のなか、なれはいのちの源泉。
なれのいのちのなか、われらはすべていち。
なれのいのちのなか、ちちよ、われらはいち。

2 何とかん謝すべきや、神せいなみことば、
なが性しつ浸透し、この世から分離する。
みことばをとおして、われらはすべていち。
みことばをとおして、われらはいちとなる。

3 三いちのかみの栄光！われらかみの子ら。
何というしゅくふく、えい光をひょう現する。
なれの栄光のなかで、われらはすべていち。
なれの栄光のなかで、われらはいちとなる。

补620 父使我们成为一
1 赞美父神是生命源头，我们在你宝贵名里，
作你众子来彰显你。赞美父神是生命源头。
在生命里，在生命里，在父生命里我们是一。
在生命里，在生命里，在父生命里我们是一。

2 感谢父藉你宝贵圣言，用你性情浸透我们，
分别我们脱离俗尘。感谢父赐你宝贵圣言。
藉你圣言，藉你圣言，藉你圣言，我们成为一。
藉你圣言，藉你圣言，藉你圣言，我们成为一。

3 哦，三一神的神圣荣耀！众子得享何等福分！
神的荣耀彰显无尽─哦，三一神的神圣荣耀！
在荣耀里，在荣耀里，在你荣耀里我们是一。
在荣耀里，在荣耀里，在你荣耀里我们是一。

1081 Worship Of The Father - His Name, His Word, His Glory
1 Father God, Thou art the source of life.

We, Thy sons, are Thine expression;
In Thy name, our dear possession.
Father God, Thou art the source of life.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We have oneness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In Thy life, O Father, we are one.

2 How we thank Thee that Thy holy Word
With Thy nature, saturates us;
From the world it separates us.
Thank Thee, Father, for Thy holy Word.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Word,
We have oneness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Word,
Through Thy holy Word we're all made one.

3 Oh, the glory of the Triune God!
We're His sons, oh, what a blessing!
We His glory are expressing-
Oh, the glory of the Triune God!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we are one.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In Thy glory we are all made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