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感恩节特会标语 

 

 

今天建造召会的中心需要，乃是生命的修补职事—— 

借这职事，破损之属灵的网得以恢复，使其完美且更坚固； 

在这职事里，我们经历基督作生命，而成为神的居所。 

 

基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使羊在神圣的生命里成为一群， 

归一个牧人；如今主耶稣在生命里牧养我们 

乃是为着父的家——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祂所救赎、 

重生、变化之选民神人二性的合并。 

 

人子基督是大祭司，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 

在祂的人性里顾惜众召会，并在祂的神性里喂养众召会。 

 

当主耶稣安排世界的局势，使神的子民能够往前时， 

祂也执行祂天上的职事，特别要以属天的丰富、神圣的元素， 

来供应爱神并寻求神的人，使他们蒙保守在得胜的水准上， 

并被变化成为宝石，以建造神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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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感恩节特会信息纲目 
 

总题：约翰的修补职事 
 

第一篇 

生命的修补职事 
 

RK     诗歌 382*，154 
 

读经：太四21，约二一11，十二24，约壹一1～2，五11～13、16 

太 4:21 祂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另外两个兄弟，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同他们

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祂就呼召他们。 

约 21:11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

破。 

约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

子粒来。 

约壹 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我们所注视

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

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 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 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约壹 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犯了不

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壹 使徒约翰的职事是修补的职事，就是修补，或恢复保罗的完成职事时期之后

所遭受的破坏；约翰修补这破损之属灵的网，使其完美且更坚固——约二一

11，约壹一1～2，二7～8： 
约 21:11 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一百五十三条；鱼虽这样多，网

却没有破。 

约壹 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我们

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

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 2:7 亲爱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诫命，乃是一条你们从起初就有的旧诫命，这

旧诫命就是你们所听见的话。 

约壹 2:8 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诫命，这在主并在你们都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

去，真光已经照耀。 

一 约翰的职事乃是修补保罗之完成职事所遭受的破坏——提后一15。 

提后 1:15 你知道所有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二 保罗离世后，撒但暗暗地将关乎基督身位的异端，和破坏召会的错谬教训带进来——

约壹二18～19。 

约壹 2:18 小孩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

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约壹 2:19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会仍旧与我们同

在；但他们出去，是要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 

三 由于破坏已经造成，就需要修补的职事；约翰乃是修补所遭受的破坏，他的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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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补召会的破口漏洞——一1～2，二20～25。 

约壹 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

我们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

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 2: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 

约壹 2:21 我刚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晓得真理，正是因为你们晓得，又因为没有虚

谎是出于真理的。 

约壹 2:22 谁是说谎的？不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么？否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约壹 2:23 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约壹 2:24 至于你们，务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若住在

你们里面，你们也就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 

约壹 2:25 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 
 

贰 主向雅各和约翰显现并呼召他们时，他们正在“补网”——太四21： 
太 4:21 祂从那里往前走，看见另外两个兄弟，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

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补网，祂就呼召他们。 

一 本节的“补网”，原文也用在林前一章十节的“和谐”，加拉太六章一节的“挽

回”，以弗所四章十二节的“成全”，和帖前三章十节的“补足”。 

林前 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

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加 6:1 弟兄们，即使有人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灵挽回

这样的人，可是要当心自己，免得也被试诱。 

弗 4:12 为要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帖前 3:10 我们昼夜格外恳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足你们信心的缺欠。 

二 修补的职事包括挽回、修理、装备、成全、补足、接连。 

三 雅各和约翰补网，并不一定是因网破了；他们乃是在成全网，装备网，并在网上加

上一些东西，使网更强固，更完整。 

四 修补的职事是为要修理、挽回、成全、预备、完成、加上、调整、装备、弄得合

适，使我们和谐一致，叫我们能与别人建造在一起——林前一10，林后十三9，加六

1，帖前三10。 

林前 1:10 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

有分裂，只要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 

林后 13:9 无论何时我们软弱，你们有能力，我们就喜乐了；我们还祈求一件事，就是你

们被成全。 

加 6:1 弟兄们，即使有人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柔的灵挽回

这样的人，可是要当心自己，免得也被试诱。 

帖前 3:10 我们昼夜格外恳切地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足你们信心的缺欠。 

五 若没有修补，虽有不少的材料被带进召会，仍不会有建造；堆积材料，不需要修

补，但把那些材料建造起来，就需要大量的修补、成全、装备并使之和谐。 
 

叁 使徒约翰的职事是生命的修补职事——约一4，十10，十一25，约壹一1～2，

五11～13、16： 
约 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 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 

约 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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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 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我们

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

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 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 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约壹 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那些

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一 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一4，三15～16、36，五24，十一25，十四6，二十31： 

约 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 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 

约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

远的生命。 

约 3:36 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神的震怒却停留在他身上。 

约 5: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

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约 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 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可以

在祂的名里得生命。 

1 约翰所说的生命是永远、非受造的生命；这生命实际上就是三一神自己——五

26，十一25，六63。 

约 5:26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 

约 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 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2 主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丰盛的生命；祂借着死与复活，将这生命释放出

来，并分赐到我们里面——十10，十二24，十九34，二十17、31。 

约 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

的更丰盛。 

约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 19:34 惟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约 20:17 耶稣对她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

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

神那里。 

约 20:31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就

可以在祂的名里得生命。 

二 这生命乃是一个奇妙的人位，人的言语难以描述；当约翰在约壹一章一节论到祂的

时候，只能说，“那从起初原有的”，就是说到那从永远就与父同在的一位，祂既

向使徒们显现出来，他们就把祂当作生命传扬——2～3节。 

约壹 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

我们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

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

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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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唯有借着赐生命的修补职事，才能修补今天在信徒中间和召会里残破的光景；唯有

生命才能修补——五16： 

约壹 5:16 人若看见他的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将生命赐给他，就是给

那些犯了不至于死之罪的。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那罪祈求。 

1 我们里面有“破洞”，有许多破损的事物需要修补。 

2 破洞和破损必须在爱里借着生命来修补；我们只有借着生命的职事，才能得着

修补——二25，三16。 

约壹 2:25 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 

约壹 3:16 主为我们舍命，在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四 今天建造召会的中心需要，乃是生命的修补职事；在这职事里，我们经历基督作生

命，而成为神的居所——约二19～22，十一25，十四2～3。 

约 2:1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 

约 2:20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将它建立起来么？ 

约 2:21 但耶稣是以祂的身体为殿说的。 

约 2:22 所以到祂从死人中复活以后，祂的门徒就想起祂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

所说的话。 

约 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 14: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

备地方。 

约 14:3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

里。 
 

肆 在约翰一书里，我们看见约翰修补职事基本且实质的元素——一1～3、7，五

11～13： 
约壹 1:1 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话，就是我们所听见过的，我们亲眼所看见过的，我们

所注视过，我们的手也摸过的； 

约壹 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

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约壹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的交

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约壹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

切的罪。 

约壹 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 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命。 

一 约翰一书启示的中心，乃是神圣生命的神圣交通——一3、7： 

约壹 1:3 我们将所看见并听见的，也传与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有交通；而且我们

的交通，又是与父并与祂儿子耶稣基督所有的。 

约壹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 

1 我们要享受神圣的生命，就需要基于神圣的出生，凭着那使这神圣出生有所发

展的神圣种子，按着神圣的膏油涂抹，住在神圣生命的交通里——二12～三10。 

约壹 2:12 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因着祂的名得了赦免。 

约壹 2:13 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人，我写信

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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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 2:14 父老们，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人，我刚

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约壹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约壹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

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 

约壹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约壹 2:18 小孩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

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约壹 2:19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会仍旧与我们

同在；但他们出去，是要显明他们都不是属我们的。 

约壹 2:20 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 

约壹 2:21 我刚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晓得真理，正是因为你们晓得，又因为没

有虚谎是出于真理的。 

约壹 2:22 谁是说谎的？不是那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么？否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

的。 

约壹 2:23 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承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约壹 2:24 至于你们，务要让那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那从起初所听见的若

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就住在子里面，并住在父里面。 

约壹 2:25 祂所应许我们的，就是那永远的生命。 

约壹 2:26 我刚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迷惑你们的人说的。 

约壹 2:27 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

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

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 

约壹 2:28 现在，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祂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

惧，当祂来临的时候，也不至于蒙羞离开祂。 

约壹 2:29 你们若晓得祂是义的，就当知道凡行义的人也都是从祂生的。 

约壹 3:1 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

祂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祂。 

约壹 3:2 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晓得祂若显

现，我们必要象祂；因为我们必要看见祂，正如祂所是的。 

约壹 3:3 凡向祂有这盼望的，就洁净自己，正如祂是洁净的一样。 

约壹 3:4 凡犯罪的，也行不法；罪就是不法。 

约壹 3:5 你们晓得祂曾显现，为要除去罪；在祂里面并没有罪。 

约壹 3:6 凡住在祂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祂，也未曾认识祂。 

约壹 3:7 孩子们，不要让人迷惑你们，行义的人才是义的，正如祂是义的一样； 

约壹 3:8 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为此，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约壹 3: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

他是从神生的。 

约壹 3:10 在此，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

不爱他弟兄的也是如此。 

2 借着了结的水、救赎的血以及使人有新生起头的那灵，我们就从神而生，成为

神的儿女，有祂的神圣生命，并有分于祂的神圣性情——二29～三1，五1～13。 

约壹 2:29 你们若晓得祂是义的，就当知道凡行义的人也都是从祂生的。 

约壹 3:1 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

祂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祂。 

约壹 5:1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那生他的，也爱从祂生的。 



6 

约壹 5:2 我们若爱神，并行祂的诫命，在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约壹 5:3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祂了；并且祂的诫命不是难担的； 

约壹 5:4 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 

约壹 5:5 胜过世界的是谁？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么？ 

约壹 5:6 这借着水与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凭着水，乃是凭着水，又凭着

血；并且作见证的就是那灵，因为那灵就是实际。 

约壹 5:7 作见证的原来有三， 

约壹 5:8 就是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约壹 5:9 我们若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大，因为这是神为祂儿子所作的见证。 

约壹 5:10 信入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里面。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他不信入神为祂儿子所作的见证。 

约壹 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 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约壹 5:13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入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晓得自己有永远的生

命。 

3 现今基督借着祂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因祂

神圣的成分而长大，以致在祂显现时能以象祂——三1～2、24，四4、14～15。 

约壹 3:1 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

祂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祂。 

约壹 3:2 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晓得祂若显

现，我们必要象祂；因为我们必要看见祂，正如祂所是的。 

约壹 3:24 遵守神诫命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

我们里面，乃是由于祂所赐给我们的那灵。 

约壹 4:4 孩子们，你们是出于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

世界上的更大。 

约壹 4: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现在又作见证的。 

约壹 4:15 凡承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 

二 住在神圣生命的神圣交通里，乃是享受神圣的丰富——二6，三6： 

约壹 2:6 那说自己住在祂里面的，就该照祂所行的去行。 

约壹 3:6 凡住在祂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祂，也未曾认识祂。 

1 借着这样的住，我们就在神圣的光中行——一5～7。 

约壹 1:5 神就是光，在祂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祂所听见，现在又报给你们的

信息。 

约壹 1: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约壹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

净我们一切的罪。 

2 借着这样的住，我们就实行真理、义、爱、神的旨意并神的诫命——6节，二

5、17、29，三9～11，四7，五2。 

约壹 1: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约壹 2:5 然而凡遵守祂话的，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在祂里面。 

约壹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约壹 2:29 你们若晓得祂是义的，就当知道凡行义的人也都是从祂生的。 

约壹 3: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

他是从神生的。 

约壹 3:10 在此，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

不爱他弟兄的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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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 3:11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 

约壹 4:7 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神的；凡爱弟兄的，都是从神

生的，并且认识神。 

约壹 5:2 我们若爱神，并行祂的诫命，在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三 要保守自己这样住在神圣的交通里，需要对付三样消极的东西：罪、世界和偶像——

一7、9，二15～17，五21： 

约壹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

们一切的罪。 

约壹 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

切的不义。 

约壹 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约壹 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

于父，乃是出于世界。 

约壹 2:17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 

约壹 5:21 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 

1 抵挡这些消极东西的保障，乃是我们神圣的出生带着神圣的生命，以及住在我

们里面神的话——18节，二14。 

约壹 5:18 我们晓得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不摸

他。 

约壹 2:14 父老们，我刚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青年人，我刚

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话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2 因着我们神圣的出生，我们也凭着相信神的儿子，胜过撒但邪恶的世界——五

4～5。 

约壹 5:4 因为凡从神生之物，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 

约壹 5:5 胜过世界的是谁？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么？ 

3 我们神圣的出生带着那种在我们里面之人里的神圣种子，能使我们不致习惯地

活在罪中——三5、9，五18。 

约壹 3:5 你们晓得祂曾显现，为要除去罪；在祂里面并没有罪。 

约壹 3: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

他是从神生的。 

约壹 5:18 我们晓得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那从神生的，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不摸

他。 

4 倘若我们偶尔犯罪，我们有我们的辩护者作平息的祭物，在父神面前顾到我们

的案件，子那永远有功效的血也洗净我们——二1～2，一7。 

约壹 2:1 我的孩子们，我将这些事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我

们有一位与父同在的辩护者，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约壹 2:2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所有的世

人。 

约壹 1: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

净我们一切的罪。 
 

伍 基督是一粒麦子，在复活里产生许多子粒，这个示被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忽略

了——约十二24： 
约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

出许多子粒来。 

一 基督这一粒麦子乃是神圣的种子，产生许多子粒，作祂生机身体的许多肢体，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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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罗十二3～4，启二一2、10～11。 

罗 12:3 我借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

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 

罗 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体上有好些肢体，但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 

启 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

等候丈夫。 

启 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指给我看。 

启 21: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象碧玉，明如水晶； 

二 按照预表，许多子粒是为着作成一个饼；借着把这些子粒调成一个饼，召会作为基

督的身体就产生出来，成为祂团体的彰显——林前十17，十二12、27。 

林前 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 

林前 12:12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身体上一切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

体，基督也是这样。 

林前 12:27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作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