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节国际特会
#2借真理得以圣别，从我们自己里面迁出来，
进入三一神里面而真正成为一7/19-25
OL Summary:
Ⅰ.真理乃是神圣的光，照亮圣经的事实，将这
些事实属天、属灵的异象传送到我们里面；在
新约里，真理是指着这种“属天的电视”:
A.所有神圣的事实都包含在主的话里，并借着
主的话传达给我们；当那灵照亮话时，我们就
有了属天的电视；光照亮话中的事实，并将这
些事实的属天异象传达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认
识真理｡
B.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实际的灵；实际的灵乃
是“属天的电”，借此属灵的事物得以传送到我
们里面；祂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使子
所是并所有的一切对我们成为实际的｡
C.当真理的灵，实际的灵，照亮圣经中所记载
并包含的属灵事实时，我们就接受了真理，实
际；我们若读主的话而没有那灵的光照，就可
能只有道理或“新闻报导”，却没有真理、实
际或异象｡
D.真理是光的照耀，光的显出；换句话说，真
理乃是显出来的光；因着光是真理的源头，而
真理是光的流出，所以当我们在光中行，我们
就实行真理｡
E.主是光，是真理，也是话；话就是真理，这
话会发出亮光，因为话里有光｡
F.因着真理是光的照耀，而这光是生命的光，
所以真理、光和生命是不能分开的；当神圣的
光照耀在我们里面，这光在我们里面就成为真
理，并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
Ⅱ.真理有两种功用:
A.真理叫我们从罪的辖制中得以自由，使我们
从一切消极的事物中得以自由｡
B.真理在地位上和性情上圣别我们，使我们被
神的元素所浸透。
Ⅲ.三一神在祂的话中被我们实化，并且分赐、
注入到我们里面，就是那叫我们得以自由并圣
别我们的真理:
A.当我们灰心、下沉，里面感觉虚空时，我们
可以敞开自己来到主的话跟前；读了一些时
候，有些东西会在我们里面升起，我们就享受
了主的同在｡
B.借着这样接受主的话，就有一些出于主的东
西作到我们里面；这乃是三一神的实际在生
活、运行、工作，并分别我们。』
C.毎天早晨我们可以在写成的话里接触活的
话，而得着神圣的实际，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
神作为应用的话，注入我们里面:
神的元素这样灌注到我们里面，释放我们脱离
脾气、嫉妒、仇恨和骄傲等消极的事物，并释
放我们脱离一切的虚假。
D.我们天天需要这样来到主的话跟前；我们每
天早晨都需要来到主的话跟前；若是可能，其

他的时间也该如此。
E.当话在我们的灵里与活的灵调和时，我们就
被神的素质圣别了。
F.借着这样接触主的话，神就一天天加添到我们
里面；结果，我们就被神浸透，与祂成为一。
G.我们极其需要借着神写成的话、活的话与应
用的话，让三一活神注入并作到我们里面
Ⅳ.真理的话所带来的圣别，对付分裂的因素，
结果就产生一；真理圣别人，而圣别产生一:
A.主耶稣，就是子，乃是真理；那灵是真理的
灵；父的话也是真理:父具体化身在子里，子实
化为真理的灵，而那灵与话乃是一。
B.圣别人的话、圣别人的灵、圣别人的生命以
及圣别人的神全都是一；因此，我们若被圣
别，因着所有分裂的因素全被除掉，我们就自
然而然是一了。
C.在约翰17:17～23我们看见圣别产生真正的
一，因为这圣别保守我们在三一神里面。21节
说，“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为着要成
为一，我们需要在二十一节的“我们”里面，
就是在三一神里面。
Ⅴ.分裂的因素有四:
A.这些因素中的头一个就是世界；只要我们在
某方面还是爱世界，那方面的世界就要成为分
裂的原因｡
B.分裂的另一个因由是野心；当我们借着话接
触主，并让祂将祂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时，真理
就分赐到我们里面，杀死我们的野心｡
C.分裂的第三个因由是自高；我们应当愿意一
无所是而高举基督这独一的重要人物，祂是在
宇宙中居首位者｡
D.分裂的第四个因素是意见和观念；我们不该坚
持自己的意见，而该单纯地追求主的目标，就是
恢复基督作生命和一切，为着召会的建造｡』
Ⅵ.当我们从自己里面迁出来，进入三一神里面
时，我们就是一，甚至被成全成为一:
A.在我们自己里面有四个分裂的因素；我们若
留在自己里面，就无法逃避这四件东西。
B.被圣别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迁出来，进入三
一神里面，并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
就被成全成为一。
C.这圣别是借着话，就是借着真理；也是借着
灵，就是借着真理的灵。
D.“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
全成为一”(约17:23)。
E.野心含示在约翰17:21、自高在22节，而观念
和意见在23节。
F.真正的一乃是活在父里面，让基督活在我们
里面，并活在父的荣耀、父的彰显里。

CP1:看清基督的三个时代的意象和真理，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用圣经应用、祷告
年轻人、新人，要看见基督三个时代的异象❶
OL1:真理乃是神圣的光，照亮圣经的事实，将这 “神成为肉体”、❷“肉体成为赐生命的灵”、
些事实属天、属灵的异象传送到我们里面；在新 ❸“赐生命的灵成为七倍加强的灵” 真理乃是神
约里，真理是指着这种“属天的电视”。
圣的光，照亮圣经的事实，将这些事实属天、属
约8:12他们说这话，是要试诱耶稣，好得着把柄 灵的异象传送到我们里面。关于这三点，不仅要
告祂。耶稣却弯下腰来，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读圣经，还要祷读，在神圣的光照下，看见属灵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 的异象。用圣经的话，应用祷告，也就是清楚地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看属天的异象。
我年幼时受教导说，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 ❶应用的祷告
架上，并且为我流血。这对我不过是个道理，直 林后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破我们，因我们断定；
到我十九岁时，基督受死的属天异象才传送到我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里面。那时我能看见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 FN基督的爱:指基督对我们的爱，这爱借着祂在
我的罪流出血来。当我看见这异象，我哭泣，我 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已经显明出来。
敬拜，我感谢主。那个经历就是异象，就是真理。 罗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
那灵寻找机会来照亮话。祂这样作时，我们就接 死，神就在此将祂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
受了真理。在认识真理时，我们就得着了事实、 加2:20 为我舍了自己
话和灵。…如果我们有话而没有那灵，我们还是 3:1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画在你们眼前
没有异象。…我们若读神的话而没有那灵的光照， 哦主耶稣，你爱我，为了我钉十字架。我因为罪
就可能只有道理或“新闻报导”，却没有真理、 本应当死，可是无罪的你代替我受死，完成了救
实际或异象。感谢主，光照的灵一直在我们里面。 赎。想到这件事，我越祷告，基督的爱就越困迫
每当我们向祂敞开，光就照亮。当光照耀在话上， 我，感动我，让我爱你。主啊，我爱你。
某些东西就会显出来，使我们有深刻的印象。这 ❷应用的祷告
就是真理。
林前15:45 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作为柱石的召会是由我们众人所组成的。因 FN赐生命的灵首先，在成为肉体里，基督为着救
此，连青年姊妹也必须认识真理。这就是我鼓励 赎成了肉体；然后在复活里，祂为着分赐生命成
大家，特别是青年人，要进入主话的原因。
了赐生命的灵，祂现今在复活里，乃是赐生命的
OL2:三一神在祂的话中被我们实化，并且分赐、 灵，带着属灵的身体，预备好了给信祂的人接受。
注入到我们里面，就是那叫我们得以自由并圣别 我们一信入祂，祂就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就联
我们的真理。
于祂这赐生命的灵。因此，我们与祂成为一灵。
约翰福音8:32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 腓1:19 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得以自由。
哦主耶稣，你为了救赎成了肉体，肉体在复活里
36 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 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我的灵里，成了我的生命，
了
生命的供应和一切。主啊，我需要的一切都在基
17:17 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 督耶稣的灵全备的供应里。呼求主名，不断摸着
真理的第一种功用是叫我们得以自由。失丧 主的灵。
了真理就必在辖制中，在奴役中；但认识真理就 ❸应用的祷告
从奴役中得以释放，得以自由。真理的第二种功 启1:4 从祂宝座前的七灵
用见于约翰十七章十七节。…一面真理叫我们得 FN七灵在本质和存在上，神的灵是一个；在神行
以自由；另一面真理圣别我们。
动加强的功用和工作上，神的灵是七倍的。写启
每当我们带着敞开的心和敞开的灵来到主 示录时，召会已经堕落，世代又是黑暗的。所以，
的话跟前，就立刻摸着了作为真理的话和那灵。 神在地上的行动和工作，需要神七倍加强的灵。
我能见证，每次我敞开我的心和灵来到圣经跟前， 哦主哦主耶稣，由于不法的奥秘的发动，世界在
我都遇见神。…我们每天需要有两三次来到主话 加速堕落。但是，为了对抗堕落，赐生命的灵七
的跟前。你很难离开主的话而在灵里来到主面 倍加强了。那灵的光照监察、暴露、赐生命、变
前。…为着接触主，主的话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工 化的功用也被七倍加强了。我不要靠自己的力量，
具！当我们灰心、下沉，里面感觉虚空时，我们 信靠七倍的灵，成为得胜者。
可以敞开自己来到主的话跟前。读了一些时候，
有些东西会在我们里面升起，我们就享受了主的
同在。这就是对真理ー实际ー的经历。这是三一
神在祂的话里分赐到我们里面。

CP2:在日常生活中，天天呼求主名、
应用:在职者・大学院生篇
祷读主话，摸着那灵
作为在职者或研究人员，一定要在百忙之中
OL1:每当我们带着敞开的心和敞开的灵来到主 呼求主名并祷读主话。为着经历基督，你就要学
的话跟前，就立刻摸着了作为真理的话和那灵。 习在忙碌的工作中不断地摸着主。
约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 罗 10:12 因为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众
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人同有一位主，祂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
弗6:17 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 弗 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
神的话；
抵挡魔鬼的诡计，
假使青年人在晨更里用灵接触了主的话，然 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
后去上学。他们整天在学校里，这真理的话就要 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在他们里面作工，把他们分别出来，使他们在行
是否会成为丰富的，在于你在日常生活中是
为、行动、工作、思想和感觉上与其他的同学不 否有呼求主的名。此外，信徒的日常生活是一场
同。
属灵的争战。为着属灵争战，必须借着祷告和祈
借着这样接受主的话，我们确信有一些出于 求来接受主的话。你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天天
主的东西已经作到我们里面。这不仅仅是圣经的 呼求主的名、祷读主的话。
知识，或是知道一点关于主的事物。这乃是三一 弗 4:17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
神的实际生活、运行、工作并分别我们。这使我 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
们与世俗的人不同。
事为人，
OL2:要在三一神里面，唯一的路是借着圣别人的 22 在从前的生活样式上，脱去了旧人，这旧人是
真理，对付所有分裂的因素。
照着那迷惑的情欲败坏的；
OL3:分裂的因素有四个：头一个就是世界。只要 23 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
我们在某方面还是爱世界，那方面的世界就要成 24 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那实际
为分裂的原因｡
的义和圣中所创造的。
OL4: 分裂的另一个因由是野心；当我们借着话接
旧人习惯了旧的生活方式，不呼求主的名。
触主，并让祂将祂自己注入我们里面时，真理就 要操练不断地呼求主名和祷读主话。这就是在心
分赐到我们里面，杀死我们的野心｡
思的灵里得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OL5: 分裂的第三个因由是自高；我们应当愿意一 李常受文集 1994-97:接受这样的信的路，乃是藉
无所是而高举基督这独一的重要人物，祂是在宇 着呼求主，向主祷告，并祷读主话，来接触这信
宙中居首位者｡
的源头，就是主，也就是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
OL6: 分裂的第四个因素是意见和观念；我们不该 的神。我们必须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受怜
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该单纯地追求主的目标，就 悯，得恩典。这意思是说，我们必须接触神，好
是恢复基督作生命和一切，为着召会的建造｡
得着信心。这是惟一的路。你不必另外分出时间
约17:20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 来接触神；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接
的话信入我的人祈求，
触祂。你只要呼求祂，向祂说一点话就可以了。
21 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 这样，你就得着信。这信要把你联于神，并把神
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 分赐、灌输到你里面。这样，你就有了活的信。
了我来。
事实上，那就是神自己在你里面运行。这样，你
分裂的四个因素—世界、野心、自高、意见 就成为有信心的人。
—只能用圣别人的真理来对付。你想你每天早晨 弟兄的见证:若不是在上班途中或到公司之后一
接触主，摸着活的话，并且有神圣的实际注入到 直呼求主名，我会完全忘记那天早上我祷读的话。
你里面，你还会分裂么？…当我们这样接触主时， 然后，我的心思就会停留在虚空中，开始去想那
分裂的因素就被克服了。我在这里所交通的不是 些虚空的事。例如，“我继续在这家公司工作没
仅仅一个教训；这乃是我亲身的经历。
有问题吗？”等，或烦恼“我会得到多少退休
金？”，而无法专心工作。那时，我强迫自己多
次呼求主的名，回想主的话，并用它祷告。这样
做虚空的想法就会消失，能够在主里面专心工作。
祷告：哦，主耶稣，我每天早上带着敞开的心和
敞开的灵来呼求祢的名，祷读祢的话。之后，在
工作中也呼求祢的名，回想祢的话，简短的祷告。
神圣的实际注入到我里面。除去我虚空的心思。
基督的平安保卫我的心怀意念。为着主的见证，
专心在主里面工作。

CP3:通过默想神的话，从一个住处-己
应用:服事者篇
迁移带另一个住处-三一神，建造在一里
约书亚记结晶读经#1纲要的抜粋:
约17:21 使他们都成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❶约1:5 你一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
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 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信你差了我来。
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6 你当刚强壮胆。
22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 ❷8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
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 好使你照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谨守遵行。如此，
遵守了你的话。
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也必凡事顺利。9 我岂
23 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 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
为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 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那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
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与你同在。
OL1:当我们每天早晨来到主的话跟前，在外面我 ❸约书亚能实行神的话上所写之一切的诀窍，以
们是接触话，但在里面是灵摸着我们；话和灵都 及他能亨通、顺利、刚强、壮胆，取得神应许之
是实际，借着这二者，我们就得以圣别。我们越 地的诀窍，乃是他昼夜默想神的话，不让神的话
接触话，灵越摸着我们，我们就越从自己里面迁 离开他的口；“你的口”这话表明默想主要是借
出来。我们就从一个住处—己—迁移到另一个住 着大声说话来实行。
处—三一神。
❹默想主的话乃是“反刍＂，如同牛吃草。我们
OL2:我们天天需要这种迁移，因为在己里面有世 默想神的话时，就借着反复加以思想而接受神的
界、野心、自高、意见和观念。
话...这样作，使我们借着反复思想从神的话所
OL3:一旦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我们就被圣别， 领受的，来得着滋养。
从分裂的因素中分别出来，不仅分别归神，更是 ❺默想神的话，甚至比祷读更丰富、更广阔、更
进入神里面。
包罗，因这包含祷告、敬拜、享受、交谈、下拜
OL4:这个被成全的一就是真实的建造；这是在生 甚至举手接受神的话；向神的话举手，指我们热
命里的长大。
诚欢乐地接受它，并对它说，阿们。
OL5:在生命里长大，意思就是我们从自己里面迁 ❻当我们这样用我们的灵接触主的话，并且和主
出来，进入三一神里面，并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不断交通的时候，我们必定会感觉到在圣经话语
我们若迁入三一神里面，并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里的沐浴、温暖、新鲜、滋润和供应；我们唯一
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能与当地的圣徒是一。
该作的上好之事，就是摸着神、敬拜衪、相信衪、
OL6:被成全成为一，意思就是从世界、野心、自 吸取衪、享受衪、追求衪并赢得衪。
高、意见和观念中蒙拯救。
❼我们真实花时间默想神的话时，就被神注入，
OL7:“我在他们里面”—意思是子在我们里面 因神发光，并将神照耀出来。
生活并运行。
作为服事者的你，为了成为恢复真理的榜样，
OL8:“你在我里面”—意思是父在子里面生活 要对抗反对真理的事。
并运行。换句话说，当子在我们里面生活并运行 弟兄的见证:从我三十岁停下全时间服事，开始
时，父就在祂里面生活并运行；借着这双重的生 工作起，就开始学习即使工作忙碌，为了召会生
活并运行，我们就被成全成为一，并且在荣耀中 活限制加班。为此最大的阻碍主要有三个。
彰显父。
❶内在的天然性情喜欢人情世故，只有我一个人
OL9:只有在三一神里，才可能有真实的建造，真 不加班会觉得很可鄙（对日本人来说这一点是最
实的一，而且只有当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时，这建 大的阻碍）。
造才能兴盛；如此我们就能在荣耀中彰显父，并 ❷大家都处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中被左右着，抵挡
经历真正的一。
这种潮流很不容易。
❸若被上司盯上，会担心将来在公司失去前景。
在主的怜悯之下，我发现了这些主要的问题，在
公司里默想着神的话，否认己，祷告：“人情世
故与情欲伴随着我的旧人，对我的这个世界的力
量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赞美主。我只要将心思
置于灵，有份于十字架杀死的功效。另外，把对
将来之事的忧虑卸给主。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保卫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
面活着。阿们。”被释放，有一点实行真理。
正如以上见证的，对于强烈的有“老好人”
倾向日本人来说，对付天然人中的人情世故和好
人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若不对付，就无法
对抗这个世界的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