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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得了荣耀。（弗三 21，提前三 15～16。）看看在使徒行传里，五旬节
那天的召会；那里我们看见神圣的荣美、形状和丰富。主的复活不是
祂祷告的完全成就；那只是这祷告成就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召会。
从复活那天直到主再来，是召会的时代。在这时代，主在信徒
身上已荣耀了祂自己。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儿子已经得了荣耀，且仍
在得着荣耀。我们今天在作甚么？我们若说我们聚在一起展览基督，
2.
这意思就是我们荣耀基督，使祂得着彰显。不要看召会黑暗的一面。
不要去找垃圾桶；要来到客厅，看看那里一切的荣美。不管一个地方
召会多软弱，其中至少有少量神圣生命的荣美。我们需要看召会生活
3.
的荣美，因为召会生活是三一神得荣的第二阶段。
“主在约翰十七章的祷告，其第三阶段的成就是甚么？乃是新耶路撒
召会追求进度
冷。这约翰十七章的祷告，要在新耶路撒冷得着终极的成就。藉着圣
城，子要在荣耀里完全得着彰显，神也要在祂身上得着荣耀，直到永
远。（启二一 11，23～24。）看看新耶路撒冷的图画：她是一个彰显
基督的器皿，使神藉着基督得着彰显。新耶路撒冷是子的得荣，使父
III. 职事书报：《生命的认识》第八篇
藉着子得荣耀。
我们已经看见，主的祷告有三重的成就。第一阶段的成就是耶稣的复
活。藉着主耶稣的复活，祂已经得了彰显和荣耀；而藉着这得荣，父
也得了荣耀。第二阶段的成就是在召会里。从五旬节那天到主再来的
日子，圣灵已经藉着众圣徒彰显了基督，并要继续彰显祂。换句话说，
圣灵藉着召会荣耀基督。当基督得了荣耀，父也在子里得了荣耀。这
个祷告最后阶段的成就要发生在时期满足的时候。那时，所有旧约、
約翰福音 第十七章
十七章 生命的禱告
新约中蒙救赎的人，要共同组成三一神的完满彰显。在这完满的彰显
里，基督要作灯，神要作光。基督要藉着新耶路撒冷得着彰显和荣耀，
壹 愿子得荣耀好使父得荣耀
父神也要在子里并藉着新耶路撒冷得着彰显和荣耀。那时将完全成就
在约翰十七章，主祷告的基本观念是得荣耀。在一节主说，“父阿， 主的话：“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就是这祷告的 一 子得荣耀
主题，中心点。
1，5。）在五节主说，“父阿，现在求你
父如何在子身上得荣耀？乃是藉着葡萄树这生机体。我们已经看过， 子与父同得荣耀。（约十七
使我与你同得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与你同
葡萄树这生机体是为着生命的繁殖和扩展，就是为着生命的繁增和复
制，也就是为着三一神的彰显。当三一神藉着这个生机体得着繁殖、 有的荣耀。”“同”在这节里用了二次；这辞有“同着”的意味。这
繁增并彰显时，子就得了荣耀，父也就在子的得荣里得了荣耀。故此 就是说在得荣上，子与父完全相同。子与父同得荣耀，并且得父同样
主祷告，愿祂（子）得荣耀，好使父也得荣耀。
的荣耀。这辞加强一节所指关于主身位的神性。在未有世界以先，就
神永远的定旨，祂终极的心意是要显明、彰显祂自己。得荣的意思就 是在已过的永远里，祂就与父同有神圣的荣耀，因此祂现在该与父同
是彰显；得荣耀，就是得着显明并彰显。例如，电不得彰显，就是隐 得那荣耀。主并非独自有分于神圣的荣耀，乃是与父一同有分，因为
30。）主这样祷告，指明祂的身位，祂的神性，
藏的。打开灯的开关之前，电是隐藏在灯里面。但是灯的开关一打开， 祂与父原是一。（约十
表明祂与父同有神圣的荣耀。
电就显明并彰显出来了。同样的，神的心意是要显明并彰显祂自己。
正如电得着彰显，就是得荣耀；神得着彰显，也就是得荣耀。
二 好使父得荣耀
主这结束的祷告乃是为着三一神的得荣。这为着三一神得荣的祷告， 1 在子的得荣里
要在三个阶段里得着成就并答应。第一个阶段是主的复活。在主的复
活里，所有生命的荣美、生命的素质、生命的色彩、生命的形状、以 父在子的得荣里得了荣耀。父在子以外，绝不能得荣耀，因为父已将
及三一神之神圣生命的所有方面，
祂一切的所是和所有交托子。父具体化身在子里面，因此父在子以外
都得以释放出来。在祂的复活里，主神圣的生命从祂的人性释放出来， 不能得荣耀，祂只能在子的得荣里得荣耀。我们已经看见，主在祂的
分赐到祂许多的信徒里面，（约十二 23～24，）而祂的全人，包括祂 复活里得了荣耀。只要主得着了彰显和荣耀，父也得着了彰显和荣耀。
的人性，都被带进荣耀里；（路二四 26；）也是在祂的复活得荣里， 因为主与父是一，并且父在主里面，所以主的荣耀和美丽得释放，就
彰显了父神的荣耀和美丽。因为祂们二者是一，父就在子的得荣里得
父神圣的元素得着了彰显。在祂的复活里，神答应并成就了祂的祷告。 荣耀。父既在子里面，主就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
（徒三 13～15。）
你。”
其次，这祷告也在召会里得了成就。这是因为祂复活的生命藉祂许多 2 藉着信子的人
肢体得了彰显，祂就在他们里面得了荣耀，父也在祂里面，藉着召会
1.

经常参加劳伦斯三排聚会的赵一凡弟兄于 12 月 4 日安息主
怀。 一凡弟兄的安息聚会于 12 月 10 日上午 10：30 于汉密
尔顿殡仪馆举行。在已过的一周时间里，弟兄姊妹们出于爱
心尽力照顾一凡弟兄的父母。 并且，互相配搭安排周六的聚
会。感谢主。请大家继续为一凡弟兄的父母祷告。愿他们早
日得救。
琳琳姊妹的妈妈，邢慧兰姊妹，在周三晚上 7 点中风住院。
至今一直昏迷。盼望弟兄姊妹代祷。求主医治并保守姊妹一
家。
上周主日集中聚会， 人数 132.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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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的得荣也是藉着信子的人。对于葡萄树，父乃是源头、素质、元始
和一切。但葡萄树若没有枝子，就绝不能得着彰显和荣耀。父是在子
的得荣里得荣耀，而子的得荣是藉着所有信祂的人。
三 子的身位
在一节和五节我们看见，子的神性和神格与父是一样的。子是神圣的，
与父是神圣的完全一样。父的神性就是子的神性；子的神性与父的神
性是一样的。
四 子的工作
二节说，“正如你曾赐给祂权柄，管理一切属肉体的人，叫祂将永远
的生命赐给一切你所赐给祂的人。”这节指明主的工作；祂有父的权
柄管理全人类，使祂可以将永远的生命赐给人；不是赐给所有的人，
乃是赐给父所赐给祂的人，就是父所拣选的人。父已经赐给子权柄，
管理一切属肉体的人，管理全人类。全人类都在子的权柄之下，因为
父已将这权柄交托给祂。主有权柄管理全人类。
五 永远的生命
在三节主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这生命具有认识神和基
督（参十一 27）的特殊功能。
贰 信徒被建造成为一
要有一，就必须有建造；没有建造，就没有一。不要以为把材料堆在
一起就是一。不，那不是一。想想一幢房子。房子里所有的材料之间，
有真正的一，那个一就是建造。每块材料都很合式的结构在一起；这
就是一。
主在六至二十四节，为着信徒被建造成为一祷告。这个一分三个阶段：
在父的名里，藉着永远的生命；（约十七 6～13；）在三一神里，藉
着圣言的圣别；（约十七 14～21；）以及在神圣的荣耀里，为着三一
神的彰显。（约十七 22～24。）
一 在父的名里，藉着永远的生命
真实的一，就是信徒的建造，是在父的名里，藉着永远的生命。永远
的生命是父的名的实际。父的名就是父，父的实际就是神圣的生命。
这对我们肉身的父来说，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肉身的父的实际就是
他的生命。倘若我们肉身的父没有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他就绝不会
是我们的父。我的父之所以在实际上是我的父，因为他有生命，这生
命已经分赐到我里面。他所分赐到我里面的生命，就是他作我的父的
实际。“父”这辞不可仅仅是一个称谓，它必须是一个实际。神圣的
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乃是父这称谓的实际。
二 在三一神里，藉着圣言的圣别
真正合一的第二要素。第一要素是在父的名里，藉着永远的生命；第
二要素是在三一神里，藉着圣言的圣别。（约十七 14～21。）圣言就
是使人圣别的话。纵然我们都是父的儿女，有同一的生命，我们也会
很难保守真正的一，因为我们仍留在世界里，并未被圣别。在我们蒙
了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之后，还必须藉着主的圣言，从世界分别出来。
主的话有圣别的大能，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一旦藉着圣言从
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就要聚合一起，实现真正的一。
子赐给信徒的两种话 ,在十四节主说，“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
主赐给信徒两种话：常时的话，（约十七 14，17，）和即时的话。
（约十七 8。）这两种话都是圣的，有圣别的大能，把信徒从世界分
别出来。我们越接受主常时的话或即时的话到里面，我们就越得以圣

别。我们越被主常时的话或即时的话滋养、浸透、并饱和，我们就越
成为圣别。我们越有分于圣别，我们就越在真正的一里。 话就是真理.
在十七节主祷告说，“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父
的话带着父的实际。当神的话说，“神是光，”这话就带着是光的神。
所以，神的话是实际，真理；不像撒但的话是虚空，谎言。（约八
44。）神的话是真理，成了实际，作工在信徒里面，好圣别他们。
三 在神圣的荣耀里，为着三一神的彰显
现在，我们来看真正合一的第三个要素：在神圣的荣耀里，为着三一
神的彰显。（约十七 22～24。）我们已经看过，合一的第一个根据乃
是重生，接受父的生命；第二个根据是圣别，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中
分别出来。世界就是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当我们从神以外的一切世界
事物中分别出来，归给神自己，我们就在圣别的根据上，从一切属世
的地方和属世的事物分别出来，归于一个中心。
1 荣耀
二十二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为一，
正如我们是一一样。”父赐给子的荣耀是甚么?乃是儿子的名分，具有
父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约五 26，）好在父的丰满里彰显父。（约
一 18，十四 9，西二 9，来一 3。）主耶稣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使祂成
为神的儿子和神的彰显。因此，神赐给子的荣耀就是神的生命和性情，
这使子成为神的彰显和表明。
2 子赐给信徒的三样东西
为使信徒有分于这一，子已赐给他们三样东西：永远的生命，为着一
的第一面；（约十七 2；）圣言，为着一的第二面；（约十七 8，14；）
以及神圣的荣耀，为着一的第三面。（约十七 22。）我们可能有了神
圣的生命，也藉着圣言从世界分别出来，却仍没有凭神的荣耀照耀。
3 被成全成为一
在二十三节主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被成全成为
一，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我们如何能被成全成为一？惟有在神圣生命的荣耀里。我们必须凭这
荣耀的神圣生命活着，好使我们能在神圣生命的荣耀里完全被成全。
藉着否认己，我们能经历神圣的生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就被成全成
为一。
4 为了完成信徒中间的一和建造，父赐给子六样东西
为了使子完成这个一，父赐给祂的有六项：权柄、（约十七 2、）信
徒、（约十七 2，6，9，24、）工作、（约十七 4、）话、（约十七
8、）父的名（约十七 11～12）和父的荣耀。（约十七 24。）父已经
把这一切都赐给子，好叫子完成这样的一。
5 父的爱
二十三节下半说，“叫世人知道是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如
同爱我一样。”这里我们看见父向子所施的爱，以及父向子的信徒所
施的爱。父爱子，已将祂的生命、性情、丰满和荣耀赐给子，使子彰
显祂。这是何等的爱。
6 子在那里，信徒也在那里
二十四节说，“父阿，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
子是在父之彰显的神圣荣耀里；所以，子在那里，信子的人也同子在
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