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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爲着完成神聖的經綸， 

被眞理構成， 
並對眞理的路以及眞理的推廣絕對 

詩歌：112    
讀經：約八 12，32，約壹一 5～8，約叁 3～4，8，提前二 4，四

3 

綱要 
【週一】 

壹 神在祂經綸裏的心意，乃是要將基督同祂一切的豐富分賜到
神所揀選的信徒裏，爲着構成基督的身體，就是召會，以彰
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的三一神—弗三 8～10。 

貳 爲着完成神聖的經綸，我們需要被眞理構成—約壹二 4，約
貳 1～2： 

一 被眞理構成就是得着神聖啓示的內在元素作到我們裏面，成爲

我們的構成成分、內在的所是和生機的構成—約壹一 8，四 6，
五 6。 

二 那構成到我們裏面扎實的眞理，就在我們裏面成爲常時、長期

的滋養—提前四 6。 
三 眞理若作到我們裏面，構成到我們的所是裏，我們就能保護神

的神性之豐富的權益，以及祂終極的成就—啓二一 12 上，17。 

【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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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每一個得救的人對眞理—神話語中所啓示的一切眞實事物—都

該有完全的認識，完整的領會—提前二 4，四 3，提後二 25，
三 7。 

五 對眞理完全的認識就是對眞理的透徹領畧，對我們藉信所領受

一切屬靈、神聖事物的實際，一種完全的承認並珍賞—多一 1，
帖後二 13。 

【週三】 

六 主的話，祂的眞理，是在聖經裏，但聖經需要正確的解釋；爲

此我們需要生命讀經—提後二 15。 
七 我們必須付代價學習眞理—箴二三 23： 

1 我們必須進入聖經內在的意義，好找出主所說的，以及祂所要的—約八 12。 

2 我們沒有權發明甚麼；反之，我們乃是發現在聖經裏所有的。 

3 我們學習眞理以後，還必須經歷基督，好使祂能成爲我們的實際；這樣，我

們向人講說時，就不會給他們知識或道理，乃會將基督供應他們—弗三 16
～17，四 15，21。 

八 我們都需要蒙拯救，不在神聖眞理的表面溜冰；我們必須藉着

與主一同勞苦而與祂合作，深入祂奇妙新約經綸之眞理的深

處—三 9。 
九 那些被眞理構成的人，對召會乃是一大祝福—羅九1，十五29。 

【週四】 

叁 爲着完成神聖的經綸，我們需要對神聖眞理的路絕對—彼後
二 2： 

一 眞理的路就是基督徒按着眞理生活的途徑；這眞理乃是新約內

容的實際—2 節。 
二 眞理的路就是正路；走正路就是過正直的生活，沒有彎曲偏斜—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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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眞理的路就是義路；走義路就是過着與神與人都是對的生活，

一種能照着神的公義，爲着神公義的國，接受神行政審判的生

活—21，9 節，太五 20，羅十四 17。 
四 眞理的路就是『這道路』，指在神新約經綸裏主完全的救恩—徒

九 2： 
1 這道路就是神藉着基督的救贖和那靈的塗抹，將祂自己分賜到信徒裏面的

路—弗一 7，約壹二 27。 

2 這道路就是信徒有分於神並享受神的路—彼後一 4。 

3 這道路就是信徒藉着享受神而在靈裏敬拜祂，並藉着與受逼迫的耶穌是一而

跟從祂的路—約四 24，來十三 12～13。 

4 這道路就是信徒被帶進召會中，並被建造在基督的身體裏，爲耶穌作見證的

路—林前一 2，十二 27，啓一 2。 

【週五】 

五 走眞理的路就是我們因着順從眞理，潔淨自己的魂；這眞理是

聖別人的眞理，也就是神實際的話—彼前一 22，約十七 17： 
1 我們的魂因着順從眞理而得潔淨，就全人專注於神，使我們的全心、全魂並

全心思都愛祂—可十二 30。 

2 我們的魂這樣得着潔淨，結果就是愛弟兄沒有假冒，從心裏熱切的愛神所愛

的人—約壹五 1。 

【週六】 

肆 爲着完成神聖的經綸，我們需要對神聖眞理的推廣絕對—太
二四 14，二八 19： 

一 福音包括聖經中所有的眞理；全本聖經就是神的福音—弗一 13，
西一 5： 

1 召會今天獨一的託付就是傳揚福音，其內容就是眞理—太二四 14，弗一 13，
西一 5。 

2 我們傳揚眞理乃是傳揚高品的福音—可十六 15，提前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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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福音的最高點乃是神成爲人，爲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

成爲神—羅一 3～4，八 3，29。 

二 主已將祂寶貴的眞理賜給我們，讓我們不僅向信徒，也向不信

者傳佈眞理；地上每一個人都需要聽見眞理—約十八 37 下。 
三 主吩咐我們要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好終結現今的世代—太

二八 19～20。 
四 我們需要在學習眞理、應用眞理、講說眞理、並推廣眞理上，

與主是一—亞八 16。 
五 今天我們若要開展主的恢復，就必須認識眞理的各方面，並且

會講解眞理—林後四 2，約叁 3～4，8。 
六 傳佈神聖的眞理，會帶進主的復興；按照以賽亞十一章九節，

復興的來臨是因爲『對耶和華的認識充滿徧地，好像水充滿洋

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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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一 
晨興餧養 

約貳 2『愛你們是因眞理的緣故，這眞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

我們同在。』 

提前四 6『你將這些事題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信仰

的話，並你向來所緊緊跟隨善美教訓的話上，得了餧養。』 

許多聖徒和我們聚會多年了，但他們還沒有進入主恢復中基本的

內在元素。…多年來我參加〔基督教〕崇拜，聽道，上主日學，但幾

乎沒有甚麼東西進入我裏面。當然，有些聖經故事和傳統基督教的作

法，的確進入我裏面…；但是沒有眞理，沒有生命，沒有靈，也沒有

實際進入我裏面。…我們都必須承認，一年又一年，許多聖徒和我們

一同聚會，但今天你把他們核對一下，會發現沒有多少神聖啓示的內

在元素眞正作到並構成到他們裏面。不僅在生命的事上，就是在眞理

的事上，也沒有太多內在的元素作到聖徒裏面。我的確擔心，我們中

間沒有太多人能充分的陳明某些眞理（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

三九六頁）。 

信息選讀 
你必須鑽研恢復本帶註解並生命讀經的信息。要在眞理上得建立，

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你必須研讀經文和每一個註解。若是可能，查

考串珠也有幫助。然後你需要研讀生命讀經的信息。你進入這些信息，

不可以像閱讀報紙或參考書一樣。你必須把恢復本的經文帶着註解並

生命讀經的信息，當作教科書。因着這是我的著作，我曉得它的性質。

我和你們交通這事，是要讓你們曉得我們的書撰寫的方式。倘若你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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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輕率的閱讀，你無法進入其中。你必須把它們當作教科書來研讀。 
倘若你僅僅讀生命讀經，你只會得着暫時的滋養。那對你只會成

爲一種靈感。靈感好像空中的蒸氣。但是當我們所讀的在我們裏面成

爲眞理，這種滋養便永遠存留。我所得着的並非總是靈感，像蒸氣一

樣。我從主所得着的常是扎實的眞理，因此它留在我裏面，一直滋養

我。你必須有眞理。要眞理進入你裏面，惟一的路是經過你的思考。

那樣它就留在你的記憶裏。如果你不明白，眞理就無法進入你裏面。…

如果眞理進入你的記憶裏，它就成了常時、長期的滋養。這樣，你就

有眞理的儲存，你就是一個常時在滋養之下的人。到那時候你就曉得

如何向別人陳明眞理，不是僅僅激發或激動人，而是使人扎實，得着

眞理的構成。 
雖然滋養的結果是永遠的，但滋養的本身只是暫時存留。然而，

一旦把眞理構成到人裏面，眞理會永遠存留，而眞理的存留就是它的

供應。我們最終的需要乃是這種帶着眞理的教育，這是眞正扎實、活

潑、存在的東西。我們需要這個。不要盼望一夜成功，好像製造人造

花的工廠，一夜之間生產出許多花朵來。在眞正的苗圃或花園種植花

草，需要時間。不要以爲我們能作快速的工作。也許你以爲在兩年之

內，召會會增加許多人。然而，這些人也許多半是空洞的。這是洋菇

式的發展。我們必須藉生命並藉眞理漸漸長大的路，來照顧召會（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二册，四○二至四○三、四三一至四三二頁）。 
參讀：約翰壹書生命讀經，第五、七、九至十一、十七至十八、

二十二、二十八、三十二篇；眞理信息，第一至二、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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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二 
晨興餧養 

提前二 3～4『這在我們的救主神面前，是美好且蒙悅納的。祂願意萬

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眞理。』 

帖後二 13『主所愛的弟兄們，我們應當常爲你們感謝神，因爲祂從起

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藉着那靈的聖別，並你們對眞理的信，可以

得救。』 

〔根據〕提前二章四節，…神願意人人都具備兩件事：救恩以及

完全認識眞理。已往我們顧到了救恩，但我們忽畧了完全認識眞理。

請注意，照希臘原文，本節不是說人只該認識眞理，而是該完全認識

眞理。…對眞理有完全的認識，就是完全認識眞理。這樣認識眞理是

一種保護（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三册，四○四頁）。 

信息選讀 
在永遠裏神揀選我們，是要達到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祂的救

恩，而祂的救恩是在兩件事上：在那靈裏，以及對眞理的信上〔參帖

後二 13〕。 
在對眞理的信上聖別是非常主觀的。信是對看不見之景物（眞理）

的反應、實化。現在我們不僅有對眞理的認識，也有對眞理的信；我

們對於客觀上所認識的眞理有了反應。…我們學習這些眞理，聽見這

些眞理，就會有聽信仰（加三 2、5）。景物（眞理）和看見（信）對

於照相機（我們）是客觀的，但光（那靈）把景物帶給相機裏的底片

（我們的靈），看見和景物對相機就都成爲主觀的了。相機裏面的快門

打開，光就把景物帶給底片。在我們裏面，那將眞理的景物帶進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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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裏的動作（快門的打開），乃是信。這就是對眞理的信。 
現在我們不僅有眞理作爲客觀的景物，也有對眞理的信。在這對

眞理的信上，我們正在得救。我們每天的救恩乃是在這信裏，在對於

眞理之景物的反應裏。我們都缺少對眞理的信所帶來的異象。…一切

的問題都來自缺少清楚、適切的異象。…聖經對我們〔可能〕是蒙蔽

的，正如許多猶太人誦讀舊約的時候，聖經對他們是蒙蔽的一樣（林

後三 15）。…眾召會中所有的領頭人都負有重大的責任，我確信我們

在審判臺前都要爲眾召會負責。在審判臺的光中，我們必須恐懼戰兢，

惟恐躭誤聖徒們，或給他們任何蒙蔽。我們需要向聖徒們陳明眞理，

將正確的眞理、正確的景物服事到他們裏面。主在審判臺前也許會問

我們：『你是召會中的領頭人，你有沒有從我的子民中除去帕子？你有

沒有給他們看見聖經六十六卷書中神聖啓示的最佳景物？』主若是這

樣與我們核對，我們要說甚麼？ 
首先，我們需要眞理的認識。我們需要有人講說眞理。羅馬十章

十七節告訴我們：『信是由於聽，聽是藉着基督的話。』我們必須傳講、

述說主話。這種傳講、述說主話產生聽見，而聽見會在別人裏面產生

反應。這種反應就是信的動作（如同相機的快門打開），把你所說的印

在聽話之人的靈裏。…我們都需要蒙拯救，不在神聖眞理的表面溜冰。

我們必須藉着與主一同勞苦而與祂合作，深入祂奇妙新約經綸之眞理

的深處（李常受文集一九八五年第三册，六八七、六九一至六九三頁）。 
參讀：長老訓練第六册，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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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三 
晨興餧養 

弗四 15『惟在愛裏持守着眞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就是

元首基督裏面。』 

21『如果你們眞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

受過教導。』 

關於眞理，我們需要明白，需要講解；關於基督，我們需要經歷，

然後把我們所經歷的供應給人。這裏的基督不是客觀的，遠坐在諸天

之上的一位，乃是我們主觀經歷，作我們生命的一位。所以，經歷基

督就是經歷生命，供應基督也就是供應生命（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

第五册，五二八頁）。 

信息選讀 
只有眞理而沒有經歷，是空洞的，所以我們都得有經歷。…眞理

就是神，神就是基督。所以對於眞理，我們不能只有道理上的認識，

還必須有經歷。換句話說，我們必須經歷基督。 
學習眞理之後，我們還得經歷基督，使基督變作我們的實際。這

樣，當我們向人講說時，就不會給他們知識或道理，乃會將基督供應

他們。…正確的實行是我們都要學習會講基督，然後把基督供應給人。 
行傳五章四十二節說，早期的門徒乃是把耶穌基督當作福音來傳

講。他們傳講的，不是空洞的道理，也不是飄渺的福音，而是一位活

的耶穌基督，祂是福音的實際和內容。所以當他們這樣傳講之後，人

一接受福音，自然就得着了這位耶穌基督。 
保羅在以弗所三章八節說，他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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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傳給人。…比方保羅告訴人，基督有神性，又有人性（羅一 3～4）；
這意思是，祂是神，又是人；祂有一切神的屬性和人的美德；這就是

基督的豐富。不僅如此，祂還經過人生，瞭解人生一切的磨難，並且

忍受了一切苦楚。之後，祂上到十字架去受死；在祂的死裏結束了一

切，並爲我們完成救贖。接着祂又從死裏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這

賜生命的靈就是三而一的神，父在裏面，子在裏面，靈也在裏面；父、

子、靈一切的屬性，如愛、光、聖、義、生命、能力、權柄、平安、

喜樂等，都包括在其中，是追測不盡的豐富。然而這些豐富如何能成

爲人實際的經歷？我們如何在傳講時，供應這樣一位基督給人？ 
我們必須告訴人，這一位具有追測不盡之豐富的基督，今天就是

賜生命的靈；…這靈是無所不在的，就在我們心裏，在我們口裏。我

們只要認罪、悔改、呼求主耶穌的名，口一張開，心裏一信，這位靈

就進到我們裏面。這位靈一進來，祂一切的豐富也都帶來了。從這時

起，我們只要天天呼求祂，呼吸祂，享受祂，就能使這些豐富成爲我

們的經歷；愛、光、聖、義等屬性，就都成了我們的美德。然後我們

會發現，我們的愛是無窮無盡的，忍耐是最長久、最高超的，能力是

最剛強的。不僅如此，我們還要與人一同禱告。…這就是把基督供應

給人的路，先對人傳講眞理，先將基督清楚的說給人，然後與人一同

禱告，將我們所傳講的，在靈裏實際的供應人，使人得着我們所傳的

這位基督（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五三○至五三一、五三五

至五三六頁）。 
參讀：新約總論，第七至八、十、八十、八十九篇；約翰二書生

命讀經，第一至二篇；約翰三書生命讀經，第一至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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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四 
晨興餧養 

彼後二 2『也有許多人將要隨從他們的邪蕩，叫眞理的路因他們的緣

故被毀謗。』 

彼前一 22『你們旣因順從眞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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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彼後二章二節…眞理的路就是基督徒按着眞理生活的途徑；這

眞理乃是新約內容的實際（提前二 4，三 15，四 3，提後二 15、18，
多一 1）。這途徑按其各種美德有其他的名稱，如正路（彼後二 15，
參來十二 13）、義路（彼後二 21，太二一 32）、平安的路（路一 79，
羅三 17）、救人的道路（徒十六 17）、神的道路（太二二 16，徒十八

26）、主的道路（約一 23，徒十八 25）、這道路（九 2，十九 9、23，
二二 4，二四 22）；並被毀謗爲異端的道路（二四 14）。 

眞理的路會因假教師的緣故被毀謗。旣然眞理的路是實際的路，

而實際的路是神經綸的路，這就是說，假教師會使新約的整個啓示被

毀謗（彼得後書生命讀經，九二至九三頁）。 

信息選讀 
我們的魂得潔淨，乃是那靈聖化我們的性情，使我們在神聖別的

性情裏過聖別的生活（彼前一 15～16）。這比洗罪（來一 3）和洗淨

（約壹一 7）還要深。後二者是洗淨我們外面的所作，前者是潔淨我

們裏面的所是—魂，如以弗所五章二十六節話中之水的洗滌。 
要領會因順從眞理潔淨自己的魂是甚麼意思，我們必須清楚彼前

一章二十二節裏眞理的意思。這裏的眞理是聖別人的眞理，就是神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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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眞理）的話（約十七 17）。彼前一章二十二節眞理的意思不是道

理。眞理是包含在神的話裏，並藉着神的話所傳輸的實際。例如，約

翰三章十六節說，『神愛世人。』這是神聖的話。然而，這話對許多讀

本節的人僅僅是道理，對我們卻不該是這樣。只在道理上讀本節，就

是有天然的領會。…我們若要越過天然的領會來看本節，就需要摸着

在這簡短的話裏所包含，並藉着這話所傳輸的實際。我們讀『神愛世

人』時，需要問自己，我們有沒有經歷這愛。我們該說，『神愛世人。

這「世人」包括我麼？這話的意思是神愛我麼？』任何這樣讀本節的

人，就必得救。這樣的人會說，『神阿，我何等感謝你，世人包括我。

你愛世人，意思就是你愛我。』這就是把約翰三章十六節當作眞理，

當作實際，而不僅僅當作道理。 
提前三章十五節說，召會是活神的家。本節包含道理，但對我們

這不該僅僅是道理。保羅說到召會是活神的家，這話該是眞理、實際。

我們需要問：『我所在之地的召會是活神的家麼？』我們若這樣讀本節，

就會接觸實際、眞理。眞理是包含在神的話裏，並藉着神的話傳輸給

我們的扎實內容、實際。 
〔在彼前一章十三節，〕彼得…囑咐我們要束上我們心思的腰，

謹慎自守。我們不該允許我們的心思遊蕩，我們也不該醉酒或被麻

醉。…束上我們的心思，實際上就是潔淨我們的魂。每當我們的心思

遊蕩的時候，我們的魂就不潔淨。異議的思想使我們的心思遊蕩。…

我們的心思開始遊蕩，我們的魂就成爲不潔的。…我們潔淨自己的魂，

乃是藉着束上我們的心思，並將其定準在一件事上，不允許它遊蕩（彼

得前書生命讀經，一三五、一三七至一三八、一四○至一四一頁）。 
參讀：彼得後書生命讀經，第二、九、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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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五 
晨興餧養 

可十二 30『你要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你的神。』 

約壹五 1『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生的；凡愛那生他的，也愛

從祂生的。』 

神不會爲我們潔淨我們的魂。我們需要因順從我們所聽見、所接

受的眞理而自己這樣作。假定有一位弟兄對於主的恢復掙扎了一段時

間。至終，因着神的憐憫和聖別的靈在他裏面的運行，他就宣告：『讚

美主！我的心思爲着一個目標束上了。我的情感完全定在一個人位，

就是主自己身上。我沒有其他愛的對象。所以，我的意志跟着作剛強

的決定：我爲着主，我也爲着主的恢復。我不在意別的。』這就是順

從眞理。…這眞理是在神聖別人的話裏所傳輸的（彼得前書生命讀經，

一四一至一四二頁）。 

信息選讀 
在彼前一章二十二節彼得說，我們因順從眞理，潔淨了自己的魂，

以致愛弟兄沒有假冒。我們的魂旣得着潔淨，全人專注於神，使我們

的全心、全魂並全心思都愛祂（可十二 30），結果就是愛弟兄沒有假

冒，從心裏熱切的愛神所愛的人。首先，神的重生產生聖別的生活，

然後，祂的聖化（潔淨）產生了弟兄相愛。 
『沒有假冒』這辭…的意思是不裝假或不假冒爲善。…假冒某件

事，就是戴假面具，隱藏我們眞正的感覺。…愛弟兄沒有假冒，就是

眞實、沒有裝假的愛弟兄，沒有戴任何一種假面具的愛弟兄。在彼前

一章二十二節，『沒有假冒』一辭非常重要。這辭指明藉着我們的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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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所有的假面具已被除去。 
一位弟兄若接受了對於主的恢復異議的思想，他也許仍然愛弟兄，

但那個愛是假冒的；這就是說，那將是戴着假面具的愛。…他若與別

人一同住在弟兄之家，表面看來他也許仍然愛那些弟兄，但他對他們

的愛不是沒有假冒的愛，沒有假面具的愛。然而，他若定意順從眞理，

並且因順從潔淨自己的魂，這潔淨的結果就是愛弟兄沒有假冒。 
許多時候聖徒們在召會生活中也許戴上假面具。他們也許彼此相

愛，但那是戴着假面具的愛。這些聖徒的愛是假冒的，因爲他們沒有

潔淨自己的魂。他們沒有爲着主的恢復束上他們心思的腰，使他們的

情感專注，並且用意志下定決心；所以，他們所作的一切都有假面具。

他們也許領悟，只要他們在召會生活裏，他們就需要憑愛行事爲人。

但他們裏面在疑惑，他們的魂，包括心思、情感和意志，受了污染。

這些聖徒需要因順從眞理，潔淨自己的魂。 
我們因順從眞理潔淨了自己的魂，就能從心裏彼此熱切相愛。二

十二節說到潔淨魂，也說到從心裏去愛。從心裏去愛，就是有一種不

但來自魂的各部分，也來自良心的愛。我們的良心見證我們是以沒有

假冒的愛來愛弟兄。我們的良心有這樣的見證，我們就是從心裏去愛。

但我們的良心若沒有證實我們的愛，或見證這愛，那麼我們的愛就僅

僅是來自魂的。這不是從心裏去愛，因爲良心不是魂的一部分，乃是

心的一部分（彼得前書生命讀經，一四二至一四四頁）。 
參讀：生命的認識，第十三至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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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週六 
晨興餧養 

太二四 14『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

到。』 

二八 20『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們遵守；看哪，

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神的創造、人的墮落、神成肉體、神的分賜，這四大點就是聖經

中的主要眞理，從神的創造到新耶路撒冷。…我們必須把這些眞理當

作福音傳給人。…如果我們講得清楚，講得透亮，講得有條理，人人

都會懂；若是講得馬馬虎虎，模稜兩可，任何人也不懂。所以，我們

裏面若眞有負擔，願意主的恢復在各地開展，僅僅傳基督教淺顯的福

音是不彀的；我們必須將聖經中的主要眞理，當作福音傳給人。爲此，

我們務必好好學習（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五一二頁）。 

信息選讀 
現在教育水準普徧提高，人的思想、邏輯也普徧進步、豐富；並

且多少都有些哲學概念，會思考人生的種種問題，心理層面的需要相

當的高。…我們若傳講這四大眞理，人會歡迎，因爲這會更符合他們

裏面的光景，把他們裏面對人生思考的興趣提高，同時能給他們一個

最高的答案，叫他們眞正明白人生的意義。如果有人因此得救，那就

是超級的得救。 
我們相信惟有如此，纔能帶進主的再來，纔能應付今天這個虛空

的人羣社會。社會文明和發展的結果，是人裏面無盡的虛空；惟有主

恢復中這些高超的眞理，能填滿人裏面的虛空。所以我們當負起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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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好好學習眞理，到一個地步能講解眞理，傳揚眞理，那就是…

高品的傳福音。保羅說，神給他一個使命，差他去傳福音，並且教導

人眞理（提前二 7）。今天這使命也同樣賜給你我，盼望我們都接受這

個使命，積極向人傳福音，並教導人眞理。 
我們…不要再去講說福利平安等膚淺的福音。…正確的福音乃是

告訴人，這位獨一的神，三而一的神，父、子、靈，祂成爲肉體，死

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贖，並且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這賜生命的

靈就是那經過種種過程之三而一的神。…當人悔改、相信祂時，祂就

進到人裏面，使人得生命，得生命的供應。祂在人裏面是素質的靈，

在人身上是經綸的靈；祂要如此與人成爲一靈，人也要和祂成爲一靈。

結果人就有眞正的喜樂、滿足，得着人生的眞諦實意。這是高品的福

音，是我們應該到處向人宣揚的。 
當我們這樣傳揚、講說時，我們裏面素質的靈會充滿我們，外面

經綸的靈也會充溢我們。…這時我們所過的生活，必然是愛、光、聖、

義的生活；我們自然就活出了神的形像。這是眞正的屬靈，是眞正的

聖別，也是眞正的得勝；最終這就是榮耀。這榮耀將會擴大爲國度，

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這就是神那中心奧祕之眞理的完成（李常受

文集一九八四年第五册，五一三、五二六至五二七頁）。 
參讀：倪柝聲文集第三輯第十一册，第十二篇；主工人的性格，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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