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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1 年国殇节特会⸺⸺『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宣扬真理 』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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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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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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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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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接受主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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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触活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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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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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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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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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前篇信息说到我们要认识真理并维

持对真理的绝对，本篇继续从约翰福

音第十七章，论到我们借真理得以圣

别，从自己里面迁出来，进入三一神里

面而真正成为一。真理叫我们从罪的

辖制、一切消极的事物中得以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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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旧人无

法从自己里面搬出来，我们需要真理

的话所带来的圣别，使我们从自己里

面迁出来，进入三一神里面。 

 

贰、真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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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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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理的灵，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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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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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是不断接触话，并让灵

天天摸着我们，我们就要被圣别；

我们要从自己里面搬出来，搬进三

一神里，搬进我们的新居。当子在我

们里面生活并运行时，父就在祂里

面生活并运行；借着这双重的生活

并运行，我们就被成全成为一，并且

在荣耀中彰显父。【摘自：台南市召

会周讯 27】 

人，而圣别产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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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十七章十七

至二十三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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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里面分裂的因素为圣别

人的真理所治死，我们就被带进真正

的一里，因为圣别保守我们在三一神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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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圣别就是从我们自己里面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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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太 1:1-2 1:3-7 1:8-17 1:18-25 2:1-23 3:1-6 3:7-17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1 周。 

2. 本周“新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约翰叁书生命读经，第 1~2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二十六篇（请参阅周讯 

 第 7~10 页。） 
 

4. 本周开始追求“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世代宣扬真理 ”， 

 晨兴圣言：第二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圣经之旅”第六册：第 14 课， 

 书报追求进度：“爱神”：第三篇 

 
进 度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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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儿童品格园地家长召见日（ZOOM） 

  日期/時間： 19/12/2021 (主日) 晚上 7:30pm 

  会议账号： 898 3702 2138 

  会议密码： 2020 

  备注：请所有报名儿童的家长务必出席。 
 

2.  2021 年青少年及马来文训练饭食服事表──用餐时间： 12:00pm 

请圣徒们积极参加周一晚上各会所的核心事奉交通聚会，一同进入

召会生活的负担。实行神命定之路的召会生活，教导神圣的真理，

照着神牧养，使召会达到繁殖与扩增。 

分会所事奉交通聚会 

日期 
20/12 

（周一） 
21/12 

（周二） 
22/12 

（周三） 
23/12 

（周四） 
24/12 

（周五） 
25/12 

（周六） 

服事会所 一、九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八 五、七 六、十 

人 数 30 30 30 30 30 30 

午 餐 

咖哩鸡 

番茄蛋 

树仔菜 

姜丝猪肉 

南  瓜 

甜包菜 

奶油鸡 

椰菜花 
黄  瓜 

咸菜猪肉 
黄  瓜 

树仔菜 

姜葱鸡 

蓊  菜 

羊角豆 

炸  鸡 

甜包菜 

乌龟豆 

备注： 1.  每人午餐费用为 RM5.00，白米和调味料將由训练中心预备。 

     请根据所提供的人数來预备足夠的用餐份量。 

     2.  圣徒们也需要做厨房的整洁。 

     3.  若有任何疑问请联络陈铭锋弟兄（012-8908975）。 

 

3. 线上中文福音讲座⸺⸺“最有价值的人生” 

 日期： 26/12/2021（主日）7:30PM~8:30PM 

 会议帐号： 851 5754 9675  

 会议密码： 3927 

 

4.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26/12/2021 六会所 02/01/2022 一会所 



报

告

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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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5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1 ─ 3，3 ─ 1， 

3 ─ 2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1 ─ 1，1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 
 层的阶梯。 

6. 各会所感恩及展望聚会 
 

     

 

 

 

 

 

 

 

 

 

 

 

 

 

 

 

 
 
7. 整洁的服事：召会全面恢复在会所的实体聚会。因此，请各区负责 

    各自使用的会厅的整洁。 

 

日期 会所 会厅 时间 

19/12/2021      

（主日）   

5-1，5-5，5-7 A 二楼后段 10:00 AM 

7-1 九哩会所 7:00 PM 

26/12/2021      

（主日）    

四会所 B200  
10:00 AM  

一，九会所 A200 

31/12/2021      

（周五）   
5-6，7-4  

Borneo Keranji 
Farm  

8:00 PM 

01/01/2022 

（周六）     
5-2，5-3，5-4，5-8 B200  10:00 AM    

02/01/2022 

（主日）      

六会所 B200  
10:00 AM     

十会所 C103 

09/01/2022 

（主日）      

二，十二会所 B200  

10:00 AM     
八会所 马当七哩 

16/01/2022 

（主日）       
三，十一会所 B200 

5.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 

 当地的圣徒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    

 3:30PM，伦乐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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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的绝对 交 通 

真理不与人发生关系 

 

  我们学习作神的工，其中一个基本的

功课，就是对真理要绝对。圣经中的每

一个真理都不和人发生关系。今天人

对真理不绝对，乃是因为真理与自己

发生关系。真理因着与人发生关系，所

以一个人没有经历，他就觉得不能讲

那个真理；然而不是你能经历，你就

能讲。真理本身是绝对的。大卫说，所

有的人都是撒谎的。（诗十二 2。）他

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在

神面前，大卫算他自己这个人并不存

在。神的工人不能往自己里面看。神的

真理乃是绝对的，与我们自己不发生

任何关系。因为真理是绝对的，所以我

就要委屈自己，把自己摆在一边。 

 

  人常常委屈神的话。比方说，俞弟兄、

俞师母都在这里，是不是别人的太太

不可以作的，我的太太就可以作？负

责弟兄常常对付自己人是一种方法，

对付别人又是另一种方法。如果这一

件事可以不可以作应该问，那么所有

的人都得问：不是说别人就要问，我

太太则不必问。许多时候我们要求神

的真理来跟随我们，我们与真理发生

了关系，所以我们就把自己摆了进去。 

 

  去年有两位弟兄跑来找我说，负责弟

兄作了某件事，你看对不对？我回答

说，因为你不是负责弟兄，所以你才以

为是错的；你若是负责弟兄，你就会

认为是对的了。这个就是人影响真理。 

 

  我们要看见，个人如何，与神的真理

不生一点的关系。真理若受人影响，这

个真理就不是真理。真理在你身上若

不是绝对的，你还不认识神，还不会读

神的话。 

 

  在福州，有二十七位弟兄姊妹到我那

里聚集。本来只有李弟兄、汪小姐和我

三个人谈话，结果其他人都来了。我在

那里，只能把真理摆在弟兄们面前。我

们个人怎样，不能影响神的真埋。人和

我们好，道理就对，人和我们不好，道

理就不对，这是不可以的。真理一受人

事影响，就变作另外一件东西。真理在

你身上若不够绝对，你的路就不能走。

真理是绝对不受人的支配的。不是因

为我和你是同学、同乡，路就是对的。

世界上有多少难处的发生、多少道理

的分歧，不是因着真理本身改变，乃是

因着人事改变。 

 

             真理乃是独一的标准 

 

  什么叫作真理的绝对？提摩太书题

到真理的柱子。（提前三 15。）为什

么说到真理的柱子呢？因为柱子是不

移动的。它不能升高，也不能降低。它

不像椅子一样，可以把它摆来摆去。我

们如果是一个不清明的人，真理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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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上就没有功效。真理不能放在一

个跟随感觉而行的人身上。这是一个

大试验。人需要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自

己，如此才能维持真理，不维持自己。

自己没有受过对付的人，永远不知道

什么是真理。你错的时候，就把真理拉

低一点，对的时候就把真理拉高一

点：这就好像你是升降机，真理跟着

你升降。惟有对付自己的人，才能维持

真理。感谢主，祂是升降机，是祂来把

我升降。 

 

  今天黑暗的原因乃是人委屈了真理

来跟随自己。假如我们能够以真理为

独一的标准，假如我们敢说，主既然这

么说、这么作，那我就是错了。这样，

新的光、新的路才会来。不然，全世界

就只有你是好基督徒，别人都得跟着

你走，连真理也得跟着你走。便利自己

的人，在主的手中没有多大用处。你能

在主面前说，这是真理，我不对。你不

委屈光，光就能够把你提高。能跟得上

真理的人有福了；能跟得上真理，审

判自己的人才有盼望。跟不上真理，而

把真理拉下来的，这人永远在黑暗里，

光没有办法照到他。 

 

一面来说，人若没有经历，就不能传

真理。但另一面说，你要知道真理与你

自己没有关系。人若到一个地步，受不

了神的话，被这话定罪，他就能得到

光。这个乃是启示的根据，是得启示的

秘诀。古今中外，所有看见光的人从来

不委屈神的话。我来不及，我要追上

去，我跟着主的话走。我若赶不上，我

只说我有罪。这样，路就越过越清楚，

你就越走越有光。不然的话，你读真

理、传真理都成为白说、白传的。人的

情感永远不能影响神的话。 

 

        真理不应受人事影响而改变 

 

  一件事对，就应该作，不对就不作。

若是因着昨晚有一件事你没有通知某

弟兄，所以你就不去作这件事，这样，

真理就是跟着昨晚的不通知跑掉了。

你的通知就变作真理。 

 

  我们要看见，神的话是对的，我是错

的。我个人可以与你发生事情，但是对

真理不发生关系。神的工作受亏损都

是亏在人事关系上。真理不绝对，都是

因着人事出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牺牲

神的真理，但是下一代的人怎么办？

一百年以后的人怎么办？他们就不能

看见真理了。一个人要绝对，需要付出

很大的代价。如果我们肯出代价摆下

自己，别人就要得福。 

 

  我要靠近那柱子，不是把柱子移过来

两尺，乃是把我的椅子向柱子移过去

两尺。我可以动，柱子不可以动；我可

以改，柱子不可以改。多少人因着人

事、历史、交情的缘故，就把真理更改

了。【摘自：倪柝声恢復职事过程中

信息记录，第十二篇】 



 第二十六篇 我们的生命（一） 造 就 

读经： 

歌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

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

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

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

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壹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许多基督徒对于主有一个错误的思

想，就是以为主在世上曾为我们留下

好的榜样，要我们去效法。不错，圣经

是有命令，叫我们效法主，（罗十五 5，

林前十一 1等，）但是，圣经并不是叫

我们凭自己去效法主。我们还必须先

看见一个东西，才能效法主。许多人一

直想要效法主，结果一直失败。他们以

为主好像是一本好的字帖，我们要一

笔一笔的去效法；他们不知道人是如

何不行，人血气的能力是绝对没有办

法去效法主的。 

 

有的基督徒说，圣经曾告诉我们，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腓四 13，）所以他们就求主加

给他们力量。他们觉得有许多事应该

去作，有许多圣经的命令应该遵守，有

许多主的榜样应该效法；但是自己没

有能力，怎么办呢？就求主给他们能

力。他们想：主如果给我能力，我就凡

事都能作了。因此，许多人就在那里天

天仰望主给他们能力，叫他们能作。 

 

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是对的，但是，

在主加给我们力量之外，还需要看见

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看见那一个东西，

我们虽然仰望主加给我们能力，我们

还是不能一直有能力。我们可以天天

求主加给我们能力，但是，有时候这一

个祷告会得着答应，有时候好像这一

个祷告会得不着答应；那么，主赐给

能力的时候，凡事都能作，主不赐给能

力的时候，就一件事情都不能作了。所

以，许多基督徒常常会失败。我们是应

该求主给我们能力，不过，如果我们把

这一个当作单独的命令，或是独一的

方法，那是不行的。 

 

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主与我们基本的

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就是‘基督是我

们的生命。’乃是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之后，我们才能效法主；乃是当基督

是我们的生命之后，我们才能求祂加

给我们力量。我们如果不明白什么叫

作‘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没有

办法效法主，也没有办法求主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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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圣经，比误会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

更加厉害。他们真是把加拉太二章二

十节当作他们的目标，在神面前多少

次的祈求，多少次的羡慕，就是盼望

能达到一个地步：‘现在活着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他们每一次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就

是充满了盼望。许多人在那里祷告，

在那里禁食，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与

基督同钉十字架，盼望有一天能够不

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就变成了许

多人的目标，许多人的盼望。 

 

但是按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只能

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这样盼望

的人能够达到这一个目标。你若把它

当作一个目标，你若盼望达到那一个

地步，你若盼望钉十字架，你若盼望

活着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基督在你里

面活着，那你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

月，因为这是你绝对作不到的事。 

 

我们要知道，这乃是神给我们的一

个奇妙的恩典。在这里面有一条路，

叫所有失败的人能够得胜，叫所有污

秽的人能够洁净，叫所有凡俗的人能

够圣洁，叫所有属地的人能够属天，

叫所有属肉体的人能够属灵。这是方

法，不是目标。这方法就是代替的生

命。在主的恩典里，如何有替死，也

如何有替活。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

担当罪，借着死叫我们免去死，使我

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使我们能够免 

们力量。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这一个秘诀，要先明白，先看见，先得

着，然后才能效法基督，然后才能求主

加给我们能力。 

 

歌罗西三章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

生命。’腓立比一章二十一节说，‘因

我活着就是基督。’由此可见，得胜的

路乃是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得胜

的路乃是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一个

基督徒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作‘基督是

我们的生命，’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作

‘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一个基督徒就

不能经历主在地上的生活，就没有办法

跟从主，就没有办法靠着主得胜，就没

有办法走前面的路。 

 

贰 我活着就是基督 

 

有许多基督徒对于腓立比一章二十一

节的话，有极大的误会。保罗所说‘我

活着就是基督，’乃是一个事实；他们

却以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是一个目

标，或是一个盼望。其实，保罗不是告

诉我们说，他有这样一个‘我活着就是

基督’的目标；保罗乃是说，我自己所

以能活，就是因为有基督；如果没有

祂，我就不能活。这是他的事实，而不

是他的目标；这是他生活的秘诀，而不

是他的盼望。他的生活，乃是基督。他

活着，就是基督在那里活着。 

 

加拉太二章二十节，是许多基督徒很

熟悉的一节圣经，但是许多人误会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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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爬不上去。当他没有信主的时候，

是劳苦背罪孽的重担；自从他信主

之后，是劳苦背圣洁的重担。把那一

个担子，换这一个担子，也是很累，

也是很苦。 

 

他们这样的情形，显明他们是作错

了基督徒。保罗是说，‘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主在你里

面作基督徒，不是你在你里面作基督

徒。如果是你在你里面作基督徒，那

就忍耐是苦的，爱也是苦的，谦卑也

是苦的，背十字架也是苦的；如果是

基督在你里面活着，那就忍耐是快乐

的，爱也是快乐的，谦卑也是快乐的，

背十字架也是快乐的。 

 

弟兄姊妹，当你作基督徒作得很累

的时候，作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得

整个人不能脱身的时候，你如果看

见，从今以后，你可以不必活，你会

觉得这是一个大福音。每一个基督徒

都可以免活这一种累的生活，这是一

个大福音！你用不着花那么多的力

气作基督徒，用不着那么背重担的作

基督徒！你可以说，‘有一次我听见

福音说我可以免死，我不必死了，我

感谢神；今天我这一个人，活到疲乏

了，活到累了，神说我可以免活，不

必花力气活了，我也感谢神！’ 

 

死，自然是苦的事；但是，叫我们活

在神面前，也是一样苦的事。像我们 

去审判；照样，保罗在这里也是告诉我

们，主在我们里面活了，我们就能够免

活。这意思很简单，就是祂在我们里面

活，就不必我们活了。祂在十字架上如

何替我们死了，今天祂在我们里面也如

何替我们活着。保罗不是说，我盼望我

能够不活着，我盼望我能够让祂活。他

乃是告诉我们说，我不活了，让祂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

我里面活着。’这一个，是得胜的秘诀；

这一个，就是得胜的方法。 

 

有一天当我们听见我们免死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大福音；照样，有一天当

我们听见我们可以免活了，这也是大福

音。我们盼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多多的祷

告，求神给你光照，使你看见，基督能

活在人里面，人能用不着自己活。 

 

如果不是这样，那你要维持一个见证，

要维持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要拒绝试

探，要背十字架，要顺服神的旨意，…

你会觉得这一种生活实在是十分吃力

的生活。有许多信主的人，觉得维持基

督徒的生活是一件吃力的事，而且是非

常吃力的事。天天在那里作，天天在那

里叹气；天天在那里努力，天天在那里

失败；天天在那里维持见证，天天在那

里羞辱主。有许多人要拒绝罪，没有能

力；不拒绝罪，心里不平安；要忍耐，

不能忍耐；生气，心里不平安；要爱，

心里没有能力；恨人，心里难过。许多

人作基督徒都作得累了，作得疲倦了。

他们觉得作基督徒好像挑了重担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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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神的圣

洁，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爱，根本不知

道什么叫作十字架；把我们这样的人，

摆在神面前去活，这一种重担，实在是

我们所背不起的。越活着，越叹气；越

活着，越感觉难。像我们这样的人，要

我们挣扎奋斗的来作基督徒，的确是花

力气的事，并且是绝对作不好的。像我

们这样的人，根本答应不了神那样的要

求。有的人，一辈子在那里发脾气；有

的人，一辈子不能忍耐；有的人，一辈

子在那里骄傲。要一个骄傲的人活在神

面前，天天勉强的在那里谦卑，他必定

会谦卑得累，他必定会谦卑得疲倦。罗

马书七章里的保罗就是作累了的基督

徒。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

出来由不得我。’（18。）天天立志为

善，天天行不出来。所他只能叹气说，

‘我真是苦阿！’（24。）其实，作基

督徒并不是把一个属血气的人摆到天

堂里去作奴隶。亏得没有一个属血气的

人能进天堂，如果进去，就得赶快逃出

来，连一天都受不了，因为他的脾气和

神的脾气不一样，他的意见和神的意见

不一样，他的作法和神的作法不一样，

他的看法和神的看法不一样，他怎么受

得了神的要求呢！他在神面前一点办

法都没有，只好逃跑。 

 

但是这里有福音传给你：神不要你行

善，神也不要你立志为善；神是要基督

在你里面活。神所注意的，不是行善不

行善的问题，而是谁行善的问题。神不

是说，有善就行；神乃是问，是谁行

善？ 

 

所以，神的方法不是要我们效法基

督，行得像基督一样；也不是要我们

跪在那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

能作出来像基督一样。神的方法乃是

要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看见这里

面的不同么？不是效法基督的生活，

也不是给你能力来活出这一个生活，

而是根本不是你这一个人活。神不让

你这一个人在祂面前活着。不是你这

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乃是基督活在你

里面来到神面前。不是我们效法基

督，不是我们得着基督的能力，乃是

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这一个，就是信徒的生活。信徒的生

活就是：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本

来是我活，不是基督活，但今天不是

我活，乃是基督活。今天掉换一个来

活。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不能说

‘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这一个

人就还不知道什么叫作基督教，不知

道什么叫作基督的生命，不知道什么

叫作基督徒的生活。他还不过是在那

里盼望能作到‘不是我活，乃是基督

活’的地步。但是，保罗并非说他要

作到这一个地步，保罗乃是告诉我

们，这是他生活的方法。他的方法，

是自己不活，让基督来活。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