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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認識真理，對真理絕對， 維持真理的絕對 
     ，並在現今邪惡的世代給真理作見證  

恢復神話語中所啓示的神聖眞理(提後三16) 
重要性 
1.神話語中的許多真理，已經被遺失、誤會，並錯誤應用，因此需要有主的恢復(提後二

15) 

2.主的恢復有最高的真理，就是在已過歷世紀中所恢復一切真理的終極完成(提後二2,15) 

提後2:15 你當竭力將自己呈獻神前，得蒙稱許，作無愧的工人，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話。 

提後2: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從我所聽見的，要託付那忠信、能教導別人的人。   

(完全)認識真理 第一篇 提前2:4，提後2:25,3:7，多1:1 

對真理絕對 第一篇 彼前1:22，彼後2:2，箴23:23，約參8 

領受對真理的愛 第一篇 帖後2:10 

為真理付代價 第三篇 箴23:23 

領悟(實化)真理 第一、二篇 約14:17,16:13,14:6 

經歷真理 第四篇 提後3:15,16，約6:63，林後3:6 

被真理構成 第三篇 約貳2，提前4:6 

實行在真理中行事為人 第三篇 約參3,4，彼後2:2,15，彼前1:22 

推廣(傳佈)真理 第三、六篇 太28:19,20，約18:37，太24:14，賽11:9 

為真理爭戰 第一篇 提前1:18，提後6:12,4:7 

真理的十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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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真理  
真理的意義 
真理(ἀλήθεια，aletheia，不是指正確的道理，而是指神聖經綸的一切實際，作神聖啓示

的內容，由神的話傳輸並揭示(約翰個人獨特的用辭))(約十七17,十八37下) 

道理(doctrine)：(宗教的)教義；信條；學說；教導 

1.神，是光也是愛，成為肉體，作神聖事物的實際，給信徒得著(約一1,4,14～17) 

2.基督，成為肉體的神，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祂裏面，好成為神與人的實

際，舊約一切豫表、表號、影兒的實際，和一切神聖、屬靈事物的實際(西二9,16,17，

約四23,24) 

3.那靈，變化形像的基督，是基督的實際，也是神聖啓示的實際(約十四16,17,十五26,十

六13～15)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

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西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西2:17 這些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約14: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

因祂與你們同住，且要在你們裏面。 

約16:13 只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因為祂不是從自己說的，乃

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要來的事宣示與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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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真理  
眞理的意義 
4.神的話，作神聖的啓示，啓示並傳輸神與基督的實際，以及一切神聖、屬靈事物的實際 

(約十七17) 

5.信仰(相信)的內容，即信徒所信之事的具體元素，成了完滿福音的實際(弗一13) 

6.關於神、孙宙、人、人與神的關係、以及人與人彼此的關係、人對神的責任等的實際，

都是藉著受造之物和聖經所啓示的(羅一18～20,二2,8,20) 

7.真實、可信、真誠、誠實、可靠、信實；就著神說，是神聖的美德，就著人說，是人性

的美德，並且是神聖流出(羅三7,十五8，林後十一10，約壹三18) 

8.實在或真實的事物、事情(事實)的真相或實情、實際、真確；與虛假、欺騙、偽裝、偽

善、錯謬相對(可十二32，約十六7，羅一25) 

約17:17 求你用真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真理。 

弗1:13 你們既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裏面信了，就在祂裏面
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羅1:18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示在那些以不義抑制真理之人一切的不虔不義上。 

羅1:19 因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裏面，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了。 

羅1:20 自從創造世界以來，神那看不見永遠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徵，是人所洞見的，乃
是藉著受造之物，給人曉得的，叫人無法推諉； 

約壹3:18 孩子們，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真誠上。 

羅1:25 他們將神的真實換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拜事奉那創造者；祂乃是
當受頌讚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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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理絕對， 維持真理的絕對(約參3,4,8) 
對真理絕對 
1.不顧情感，不講關係，不為著個人(太十六24,25，彼前一22) 

 (1)真理是惟一的標準，信徒必須站在真理一邊反對自己(約八32，約貳2，約叁3,4) 

 (2)對真理不絕對，就是不認識神和神的話(帖後二10，約壹五20) 

 (3)對真理不絕對，就會為自己或自己的願望，犧牲神的真理(箴二三23) 

 (4)需要尊重神的真理，走真理的路，一點不委屈真理(彼後二2) 

彼前1: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魂，以致愛弟兄沒有假冒，就當從清潔的心
裏彼此熱切相愛；  

約貳2 愛你們是因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約叁3 有弟兄來見證你持孚真理，就是你在真理中行事為人，我就大大歡樂。 

約叁4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在真理中行事為人，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更大的。  

約叁8 所以我們應該款待、供應這樣的人，使我們能成為在真理上的同工。 

帖後2:10 並且在那滅亡的人身上，行各樣不義的欺騙；因他們不領受對真理的愛， 使他
們得救。 

約壹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
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永遠
的生命。 

箴23:23 你當買真理，不可出賣；要買智慧、訓誨和聰明。  

彼後2:2 也有許多人將要隨從他們的邪蕩，叫真理的路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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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真理的兩面 

客觀的一面(外面的，知識) 主觀的一面(裏面的，經歷) 

神 

•在天上的神 

•創造主 

•主宰 

•救贖主 

•好牧人 

•主人 

•信徒的父 

•賜生命的靈 

•信徒的生命 

•生命的光 

•信徒的呼吸和氣息 

•信徒的活水和食物 

召會 

•蒙召者的聚集 •神的殿、神的家和神的家屬 

•神在肉身的顯現 

•基督的身體：祂是頭，信徒是身體 

•基督的新婦 

•一個新人 

基督
徒的
經歷 

•蒙救贖 

•蒙赦免 

•得著稱義 

•與神和好 

•蒙神悅納 

•在地位上被聖別 

•重生 

•主住在裏面 

•在性質上聖別 

•變化 

•被模成祂的形像 

•同被建造 

聖經中的主觀眞理，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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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真理絕對， 維持真理的絕對(約參3,4,8) 
對真理絕對 
2.對客觀的真理和主觀的真理絕對(約八32,十四6) 

 (1)聖經中的真理有客觀和主觀的一面；客觀的一面是為著主觀的一面(羅八34,10，西三1,

一27) 

 (2)所有主觀的真理都是聯於那靈和生命，並且用那靈和生命構成(羅八2，林後三6) 

 (3)客觀的道理是為著主觀的真理，主觀真理的經歷是為著產生召會(約貳1,2,4，約叁

3,4,7～9上) 

 (4)主渴望恢復聖經中的主觀真理，特別是關於三一神和召會之真理的主觀一面(約一14,

十四16～20，提前六15～16，提後四22,三15,16) 

 (5)在主的恢復裏，許多重要的主觀真理得恢復、得復活(約十七17,十八37下) 

約8:32 你們必認識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貳4 我看到你的兒女，有照著我們從父所受的誡命，在真理中行事為人的，就大大歡樂

。 

約叁8 所以我們應該款待、供應這樣的人，使我們能成為在真理上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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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真理作見證(約十八37下) 
魔鬼撒但的本質 

1.魔鬼的本性是虛謊，並且帶來死亡和黑暗(約八44) 

 (1)魔鬼不站在真理中，因為在他裏面無真理(約八44) 

 (2)有黑暗就有虛謊，虛謊與真理相對 

 (3)撒但的黑暗與神聖的光相對，撒但的謊話與神聖的真理相對(約壹一6) 

 (4)神聖的真理是神聖之光的彰顯，撒但的謊話乃是撒但黑暗的彰顯(約八12,44) 

2.「這世代的神」乃是那迷惑者撒但，現今世代的管轄者；他統治今天的世界，弄瞎(指蒙

蔽人的悟性)不信者的思想和心思(指心思的悟性)，獵取人的敬拜(林後四4) 

約8:44 你們是出於那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願意行。他從起初就是殺人的，並且

不站在真理中，因為在他裏面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他自己的私有物，因他是

說謊的，也是說謊者的父。 

約壹1:6 我們若說我們與神有交通，卻在黑暗裏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約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裏行，必要

得著生命的光。 

林後4:4 在他們裏面，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們這不信者的心思，叫基督榮耀之福音的光照

，不照亮他們；基督本是神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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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真理作見證(約十八37下) 
魔鬼撒但的本質 

3.撒但是「這世界的王」，「那惡者」，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約壹五19下) 

 (1)整個撒但的世界系統，和世界上的人(墮落的人類)，被動的臥在那惡者(指致命、有害

的邪惡，影響別人成為邪惡的)撒但霸佔並操縱的手下 

 (2)這世界(指由許多世代所組成的撒但系統)的世代是指撒但系統現今時髦的表現，為撒但

利用，篡奪並霸佔人，使人遠離神和神的定旨(弗二2) 

 (3)「現今這邪惡的世代」是指宗教世界，世界的宗教系(加一4) 

 (4)當主的肉體被釘十字架，而將世界的王撒但趕出去，這邪惡的體系(黑暗的國度)就受審

判(約十二31,十四30,十六11) 

約壹5:19節下 …而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 

弗2: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著這世界的世代，順著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那

現今在悖逆之子裏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加1:4 基督照著我們神與父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了自己，要把我們從現今這邪惡的世代

救出來。 

約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約14:30 以後我不再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 

約16:11 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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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真理作見證(約十八37下) 
與得勝的基督是一，爭戰敵擋魔鬼撒但 

1.必須不模倣這世代，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羅十二2) 

 (1)不模倣這世代，就是採取既非從重生之神兒女裏面而出，也非內裏之人代表的外在彰

顯；不在外面採納摩登的樣式(約一12,13) 

 (2)不要被這世代同化，變成和這世代同形狀 

 (3)需要在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使調和的靈擴展到心思，而成為心思的靈，使心思、情

感和意志，因著有新的元素作到裏面，而得以更新(弗四23，林前六17，羅十二2) 

2.要站住，用真理束腰(指加強全人)(弗六14上) 

 (1)神在基督裏作信徒生活的實際(神成為信徒生活中的實際和經歷；基督從信徒活出來)(

弗六14上，約十四6) 

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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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林前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弗六14上 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們的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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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真理作見證(約十八37下) 
與得勝的基督是一，爭戰敵擋魔鬼撒但 
3.藉著與那位真實的成為一，而認識真理(約壹五20) 

 (1)神的兒子主耶穌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信徒，使信徒可以認識那位真正、實際的神(

約一14,18，約壹五20) 

  ①那位真實的(那真實者)指神對信徒成為主觀的，指客觀的神在信徒的生活和經歷中成

為那真實者 

  ②認識那真實者，意即藉著經歷、享受並擁有這實際， 而認識這神聖的實際。  

  ③神聖的實際已經在經歷中成為信徒的實際(指客觀的神，已經成為信徒主觀的實際)(約

壹五6) 

約壹5:20 我們也曉得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可以認識那位真實
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裏面，就是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裏面。這是真神，也是
永遠的生命。 

約18:37下 …耶穌回答說，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間，為要給真理作見

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聲音。     

因著信徒認識那真實者和真理的靈，又因為基督(真理)活在信徒裏面， 並且三一神在信徒

裏面運行，把信徒作成神人(基督第一個神人的複製)，信徒就能給真理作見證(約壹五20,

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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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διάνοια，dianoia，understanding)：心思的機能，藉實際的靈得著光照與加力，

好在重生的靈裏領略神聖的實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