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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3:7 你要寫信給在非拉鐵非的召會的使者，說，那聖別的、真實的，拿著大衞
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

啓3:8 我知道你的行爲；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
因爲你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話，沒有否認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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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處 aletheia，阿利提亞 [00225]

新約 98 次

馬太 1 次

馬可 3 次

路加 3 次

約翰福音 20 次 [6次真理實際]

約壹~約叁 17次 [1次真理實際]

其他(保羅書信) 54 次 (43次) 2



約17:1~5

(榮耀)

主的禱告是為著三一神的得榮耀、顯明和彰顯；神永遠的定旨是要顯明並
彰顯祂自己

約 17:1 耶穌說了這些話，就舉目望天說，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
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 17:3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遠的生命。
約 17:4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要我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
約 17:5 父啊，現在求你使我與你同得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與你

同有的榮耀。

約17:6~24

(合一)

主的禱告乃是為著作基督身體之召會的一，就是信徒在三一神裡的一

[約17: 6~13] 第一層的一，是在父的名裡，並憑著父神聖的生命而有的一

[約17:14~21] 第二層的一，是在聖別之話的實際裡而有的一

[約17:21~24] 第三層的一，是在神聖的榮耀裡，為著彰顯那經過過程、
調和並合併之三一神而有的一

綱要整理自2014年國際華語特會第四篇信息
主在約翰十七章的禱告，為著祂的得榮耀，並為著作基督身體之召會的一

2021年國殤節特會信息—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邪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二篇
藉眞理得以聖別，從我們自己裏面遷出來

，進入三一神裏面而眞正成爲一
(Being Sanctified by the Truth to Move out of Ourselves and

into the Triune God for the Genuine On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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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理(Truth)乃是神聖的光，照亮聖經的事實(the facts)，將這些事實
屬天、屬靈的異象傳送(televising, 電視實況轉播 into)到我們裏面；在
新約裏，眞理是指着這種『屬天的電視』(heavenly television)：
所有神聖的事實(facts)都包含在主的話裏，並藉着(through)主的話傳達(conveyed

to)給我們；當那靈照亮話時，我們就有了屬天的電視；光照亮話中的事實，並
將這些事實的屬天異象傳達到我們裏面，我們就認識(know)眞理—徒二六16，
19，弗一17～18上。 [真理如同電視般使我們能看見屬靈的實際….]

弗1:17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你們智慧和啓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那靈被稱爲眞理的靈(the Spirit of truth)，實際的靈(the Spirit of reality)；（約十
四17；）實際的靈乃是『屬天的電』(heavenly electricity)，藉(by)此屬靈的事物
得以傳送到我們裏面；祂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實際』，（十六13，）使子所
是並所有的一切對我們成爲實際的(real to us)。（一14，17，十四6）[電視 vs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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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17因爲律法是藉着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着耶穌基督來的。

約14:6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約14: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爲不見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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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祂不是從自己說的，乃
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要來的事宣示與你們。

※深入主話的深處—認識真理的真實定義 (光-那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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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眞理的靈，實際的靈，照亮聖經中所記載並包含的屬靈事實時，我們就接受
(receive)了眞理，實際；我們若讀主的話而沒有那靈的光照，就可能只有道理或
『新聞報導』(doctrine or news reports)，卻沒有眞理、實際或異象—參伯四二5，

約五39～40，林後三6。[vs實況轉播] [新聞報導非真實、非實際、可能會變的]
伯42:5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客觀主觀]
約5:39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爲其中有永遠的生命，爲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約5:40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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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眞理是光的照耀，光的顯出(the shining of the light)；換句話說，眞理乃是顯出
來的光(light expressed)；因着光是眞理的源頭(the source)，而眞理是光的流出
(the issue of light)，所以當我們在光中行，我們就實行(practicing)眞理。

約1:4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約1:5光照在黑暗裏，黑暗未曾勝過光。
約1:9 那光是眞光，來到世上，要照亮每一個人。
約壹1:5神就是光，在祂裏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祂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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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眞理了；
主是光，是眞理，也是話；話就是眞理，這話會發出亮光，因爲話裏有光。
詩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詩119: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蒙人通達。
因着眞理是光的照耀(the shining of the light)，這光是生命的光，所以眞理、光
和生命是不能分開的；當神聖的光照耀在我們裏面，這光在我們裏面就成爲眞
理，並將生命分賜到我們裏面—約八12，32，40，十二35～36，46，十四6。

約12:46我到世上來作光，叫一切信入我的，不住在黑暗裏。 5



那靈 生命

真理 光 話

父神

約16:13上只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
約壹5:6下並且作見證的就是那靈，因為那靈就是實際。

人

傳送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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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9 那光是真光，來到世上，要照亮每一個人。
約1:18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眞理有兩種功用(functions)：

眞理叫我們從罪的轄制中得以自由，使我們從一切消極的事物中得以自由。

約8:32 你們必認識眞理，眞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約8:36 所以神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眞自由了。

眞理在地位上和性情上聖別我們，使我們被神的元素(element)所浸透。

約17:17求你用眞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眞理。

弗5:26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真理的功用—叫我們得以自由並聖別產生一

從約翰福音來看，真理的功用就是叫我們得以自由，並且聖別我們

。約翰十七章指明真理、聖別與一是彼此相關的。這裡說到父的話

是真理，這真理聖別我們。故此，十七節將真理與聖別放在一起，

因為聖別是出自真理的。當真理在我們裡面動工時，結果就是聖別

。這個藉真理而有的聖別乃是為著一。十七章十七至二十三節說到

真理、聖別與一。真理聖別人，而聖別產生一。 [摘自真理信息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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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在祂的話中被我們實化(realized by us)，並且分賜、注入到
(imparted and infused into)我們裏面，就是那叫我們(set us)得以自由並
聖別我們的眞理：

當我們灰心、下沉，裏面感覺虚空時，我們可以敞開自己來到主的話跟前；讀
了一些時候，有些東西會在我們裏面升起(something within us rises up)，我們就
享受了主的同在—詩一一九25，37，40，50，88，93，107，149，154，156，159。

詩119:25 我的性命幾乎歸於塵土；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詩119:37 求你叫我轉眼不看虛假，叫我在你的道路中活着。
詩119:40 看哪，我羨慕你的訓辭；求你使我在你的公義中活着。
詩119:50 這是我在患難中的安慰，因爲你的話將我救活。
詩119:88 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
詩119:93 我永不忘記你的訓辭，因你用這訓辭將我救活。
詩119:107我甚是受苦；耶和華阿，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詩119:149求你照你的慈愛，聽我的聲音；耶和華阿，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
詩119:154求你爲我辨屈，救贖我；求你照你的話將我救活。
詩119:156 耶和華阿，你的憐恤本爲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將我救活。
詩119:159你看我怎樣愛你的訓辭；耶和華阿，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

藉着接受主的話，就有一些出於主的東西作到我們裏面；這乃是三一神的實際
在生活、運行、工作，並分別我們。

※神的話被我們所實化出來就成了我們主觀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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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晨我們可以在寫成的話(常時的話)裏接觸活的話(即時的話)，而得着神
聖的實際，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作爲應用的話(the applied word)，注入我們
裏面—約一1，十35，五39～40，六63，弗五26，六17～18，詩一一九15：

約17:6 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將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
，他們也遵守了你的話。[常時的話，婁格斯 (logos)]

約17:8 因為你所賜給我的話，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知道我是從你出來
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即時的話，雷瑪 (rhema)]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弗5:26 好聖化召會，藉着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會，
弗6:17還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詩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 神的元素這樣灌注到我們裏面，釋放我們脫離脾氣、嫉妒、仇恨和驕傲等消極的事物
，並釋放我們脫離一切的虛假，我們就有眞正的釋放，眞正的自由。

• 我們被釋放的同時，也被聖別、分別，成爲聖別歸給神，這不僅是地位上的聖別，也
是性情上的聖別；因着神的素質作到我們裏面(His very essence is wrought,鍛造、塑造
into us)，我們就與神成爲一。

我們天天需要這樣來到主的話跟前；我們每天早晨都需要來到主的話跟前；若
是可能，其他的時間也該如此。
當話在我們的靈裏與活的靈調和時(is mingled with)，我們就被神的素質(the

essence)聖別了。
藉着這樣接觸(By contacting)主的話，神就一天天加添到我們裏面(is added into

us)；結果，我們就被神浸透(are permeated)，與祂成爲一。
我們極需要(crucial need)藉着(through)神寫成的話(the written Word)、活的話(the

living Word)與應用的話(the applied word)，讓三一活神注入並作到我們裏面。 9



眞理的話所帶來的聖別，對付分裂的因素(消極面)，結果就產生
一(積極面) ；眞理聖別人，而聖別產生一—約十七14～24：
約17:14 我已將你的話 [常時的話]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爲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

不屬世界一樣。

約17:17 求你用眞理聖別他們，你的話 [常時的話]就是眞理。

約17:19我爲他們的緣故，聖別自己，使他們也在眞理中得以聖別。

約17:20我不但爲這些人祈求，也爲那些因他們的話信入我的人祈求，

約17:24 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
榮耀，因爲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主耶穌，就是子，乃是眞理；那靈是眞理(子)的靈；父的話也是眞理—一14，
17，十四6，17，十七17，約壹五6：[三一神就是真理]

• 父(話)具體化身(is embodied)在子裏，子實化爲(is realized)眞理的靈，那靈與話乃是一。

西2:9 因爲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約14: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爲不見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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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當我們帶着敞開的心和敞開的靈來到主的話跟前，就立刻摸着作爲眞理的話和那靈。

聖別人的話、聖別人的靈、聖別人的生命、以及聖別人的神全都是一；因此，
我們若被聖別，因着所有分裂的因素全被除掉，我們就自然而然是一了。

※真理聖別人，消極對付分裂並積極產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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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翰十七章十七至二十三節，我們看見聖別產生眞正的一，因爲這聖別保守
(keep)我們在三一神裏面；二十一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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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真理聖別成為一在榮耀裡]

約17:17 求你用眞理聖別他們，你的話就是眞理。

約17: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約17:19 我爲他們的緣故，聖別自己，使他們也在眞理中得以聖別。

約17:20 我不但爲這些人祈求，也爲那些因他們的話信入我的人祈求，

約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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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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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7:23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爲一…。

• 爲着要成爲一，我們需要在二十一節的『我們』裏面，就是在三一神裏面。

• 要在三一神裏面，惟一的路是藉着聖別人的眞理，對付所有分裂的因素。

• 藉着蒙保守(kept)在三一神裏面，我們就成爲一，但是何時我們從三一神裏面出來，立
刻就產生分裂。

• 每天早晨我們需要接觸主，摸着活的話，並且得着神聖的實際注入我們裏面；當我們
這樣接觸主時，分裂的因素就被克服了。

• 當我們裏面分裂的因素爲聖別人的眞理所治死，我們就被帶進眞正的一裏，因爲聖別
保守我們在三一神裏面。

• 藉眞理的話而得聖別，就產生基督身體的一，就是三一神擴大的一—21節。

約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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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分裂的因素有四：
這些因素中的頭一個就是世界；只要我們在某方面還是愛世界，那方面的世界
就要成爲分裂的原因—14～16，18節，約壹二15～17，五19。

約17:14我已將你的話賜給他們，世界又恨他們，因爲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約17:15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約17:16 他們不屬世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
約17:18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約壹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
約壹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正在過去；惟獨實行神旨意的，永遠長存。
約壹5:19 我們曉得我們是屬神的，而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

分裂的另一個因由是野心；當我們藉着話接觸主，並讓祂將祂自己注入我們裏
面時，眞理就分賜到我們裏面，殺死我們的野心—參賽十四13。

約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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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一神裡沒有野心]

分裂的第三個因由是自高；我們應當願意一無所是而高舉基督這獨一的重要人
物，祂是在宇宙中居首位者—西一18，林後四5，約叁9～11。

約1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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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榮耀]

分裂的第四個因素是意見和觀念；我們不該堅持自己的意見，而該單純的追求
主的目標，就是恢復基督作生命和一切，爲着召會的建造。

約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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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生活並掌權的地方沒有意見和觀念]

太16:23 祂卻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面去罷！你是絆跌我的，因爲你不思念神
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四個分裂的因素—世界、野心、自高、意見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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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自己裏面遷出來，進入三一神裏面時，我們就是一，甚
至被成全成爲一—約十七11，17，21～23：

在我們自己裏面有四個分裂的因素；我們若留在(if we stay in)自己裏面，就無法
逃避(cannot escape)這四件東西。[世界、野心、自高、意見與觀念]

被聖別就是從我們自己裏面遷出來，進入三一神裏面，並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
；這樣我們就被成全成爲一—21～23節。
這聖別是藉着話，就是藉着眞理；也是藉着靈，就是藉着眞理的靈：
• 當我們每天早晨來到主的話跟前，在外面我們是接觸話，但在裏面是靈摸着我們；話
和靈都是實際，藉着這二者，我們就得以聖別。[話總離不開靈]

• 我們越接觸話，靈越摸着我們，我們就越從自己裏面遷出來；我們就從一個住處—

己—遷移(move)到另一個住處—三一神。[從亞當裡遷到基督裡、從肉體裡遷到那靈裡]

• 我們天天需要這種遷移，因爲在己裏面有世界、野心、自高、意見和觀念。
• 我們若是不斷接觸話，並讓靈天天摸着我們，我們就要被聖別；那就是說，我們要從
自己裏面，從我們的老家搬出來，搬進三一神，搬進我們的新居(new lodging place)去。

• 一旦我們從自己裏面出來，我們就被聖別，從分裂的因素中分別出來，不僅分別歸神，
更是進入神裏面。

• 要有眞正的一，首先，我們必須從自己裏面遷出來，進入三一神裏面；（17，21；）
然後，我們需要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23上）：
這個被成全的一就是眞實的建造；這是在生命裏的長大—弗四16。
在生命裏長大，意思就是我們從自己裏面遷出來，進入三一神裏面，並讓基督活在我
們裏面；我們若遷入三一神裏面，並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我們無論在那裏，都能與
當地的聖徒是一。

※真理(話)幫助我們聖別，帶進神聖的遷移並產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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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被成全成爲一』—約十七23：
• 被成全成爲一，意思就是從世界、野心、自高、意見和觀念中蒙拯救。
• 『我在他們裏面』—意思是子在我們裏面生活並運行。
• 『你在我裏面』—意思是父在子裏面生活並運行。
• 換句話說，當子在我們裏面生活並運行時，父就在祂裏面生活並運行；藉着這雙重的
生活並運行，我們就被成全成爲一，並且在榮耀中彰顯父。

野心含示在約翰十七章二十一節，自高在二十二節，觀念和意見在二十三節：
約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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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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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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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三一神裏沒有野心，在父的榮耀裏沒有自高，在基督生活並掌權的地方沒有意見。
• 在經過過程之三一神這神聖奧祕的範圍裏，野心被吞滅，自高消失，觀念和意見也都
消殺了；這裏沒有撒但系統化世界（約十七15）中分裂的邪惡，卻有眞正的一。

眞正的一乃是活在父裏面，讓基督活在我們裏面，並活在父的榮耀、父的彰顯
裏—22，24節：

約17: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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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7:24 父阿，我在那裏，願你所賜給我的人，也同我在那裏，叫他們看見你所賜給我的

榮耀，因爲創立世界以前，你已經愛我了。
• 我們需要從自己裏面遷出，進入三一神裏面 (move out…into)，並且留在(remain)祂裏
面，爲着父的彰顯，父的榮耀。[藉基督復活得榮耀藉召會得榮耀新耶路撒冷終極的榮耀]

• 只有在三一神裏，纔可能有眞實的建造，眞實的一，而且只有當基督活在我們裏面時，
這建造纔能興盛；如此我們就能在榮耀中彰顯父，並經歷眞正的一。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