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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恢復約翰福音中的主觀眞理 

詩歌：398    
讀經：約一 14，16，十四 16～20，6，二十 22，四 10，14，六

35，57，十二 23～24，三 29～30 

綱要 
【週一】 

壹 主渴望恢復聖經中的主觀眞理—約一 14，十四 16～20，提
前三 15～16 上，提後四 22，三 15～16： 

一 聖經中的眞理都是兩面的—客觀的一面和主觀的一面—羅八

34，10，西三 1，一 27： 
1 神的救恩有兩面：上好的袍子所表徵外面客觀的一面，以及肥牛犢所表徵裏

面主觀的一面；基督作我們客觀的義，是我們外面的救恩；基督作我們主觀

的生命給我們享受，是我們裏面的救恩—路十五 22～24，參羅五 10。 

2 一切客觀的道理都是爲着主觀的經歷；客觀的基督是『上好的袍子』，就是

那滿足神的義，遮蓋悔改的罪人；（耶二三 6，林前一 30；）而主觀的基督

是『肥牛犢』，就是豐富的基督，（弗三 8，）在十字架上被殺，爲在復活裏

作信徒的生命供應與享受。（約十 10，六 63，十一 25，十二 24，四 10，

14，二十 22。） 

【週二】 
3 基督作我們客觀的義，使我們能滿足公義之神的要求，而基督作我們主觀的

義，使我們能滿足得勝之基督的要求—詩四五 13～14，腓三 9，啓十九 7～
9。 

4 稱義乃是使人『得生命』，因爲生命是神救恩的目標；我們與主並在主裏主

觀生機的聯結，乃是我們客觀稱義的結果—羅五 10，17～18，十一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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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十五 4～5，林前六 17。 

二 主觀的眞理是聯於那靈和生命，並且是用那靈和生命構成的—

約六 63，林後三 6： 
1 那靈和生命就是主觀眞理的本質；因此，我們若沒有那靈和生命，就沒有任

何的主觀眞理。 

2 當我們憑那靈和生命活着，我們就有主觀眞理的經歷，這就產生召會生活—

羅八 2，4，十六 1，4～5。 

【週三】 

貳 約翰福音—一卷講主觀眞理的書—啓示我們應當對基督有主
觀的經歷—四 14，六 57，二十 22： 

一 約翰福音是論到對基督作生命之主觀經歷的一卷書—一 4，三

15～16，十 10，十一 25，十四 6 上： 
1 父是生命的源頭，子是生命的具體化身，那靈是生命的賜與者—五 26，一 4，

六 63。 

2 基督身體的建造與擴增乃是生命的長大與湧流—七 37～38，十五 1～8。 

3 得勝者乃是基督這生命之青嫩草場的接受者、享受者與分賜者—一 12～13，
16，十 9～10，二一 15～17。 

4 父是源，作爲生命的源頭，子是泉，作爲生命的湧出，那靈是河，作爲生命

的湧流；這湧流的三一神乃是『湧入永遠的生命』，就是我們成爲新耶路撒

冷，作爲永遠生命的總和（有神作生命的榮耀，父作生命的光，子作生命樹，

那靈作生命河）—四 14 下，啓二一 9 下～11，23，二二 1～2，5。 

【週四】 

二 基督作爲神永遠的話，啓示於約翰一章—1 節： 
1 基督作爲神的話，藉着祂的創造爲神說話—3 節。 

2 基督作爲神的話，藉着成爲肉體作神的帳幕，爲神說話—14 節。 

3 基督作爲神的話，在爲着救贖成爲神的羔羊的事上，爲神說話—29 節。 

4 基督作爲神的話，藉着成爲施膏的靈爲神說話；祂成爲施膏的靈，是爲着新

約在生機上使蒙神救贖的人變化成爲石頭，以建造神的家（伯特利）—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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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 節，參創二八 11～22。 

三 話成爲肉體，使神成爲可接觸、可摸着、可接受、可經歷、可

進入、並可享受的，好使祂將自己作到我們裏面—約一 14，十

四 16～17。 
四 基督成了那靈作爲氣息，使我們可以呼吸祂；祂成了活水，使

我們可以喝祂；祂成了生命的糧，使我們可以喫祂—四 10，14，
六 32～33，35，51，54～57，七 37～39，二十 22。 

【週五、週六】 

五 基督是眞葡萄樹，我們是祂的枝子—十五 1～8： 
1 葡萄樹的生命、本質和性質，就是枝子的生命、本質和性質—約壹五 11～12，

彼後一 4。 

2 子是葡萄樹，是神經綸的中心，也是父一切豐富的具體化身；父藉着栽培子，

將祂自己連同祂一切的豐富，都作到這葡萄樹裏面；至終，這葡萄樹藉着在

基督裏的信徒作爲其枝子，團體的彰顯父。 

六 對基督主觀的經歷，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進到我們裏面，作我

們的生命和我們這人的構成成分—西三 4，10～11。 

叁 約翰福音啓示關於召會的主觀眞理： 
一 我們把主接受到裏面，結果使我們成爲召會的構成分子—十二

24，二十 17，十五 4～5，三 29～30。 
二 主的恢復乃是恢復對基督主觀的經歷，爲着實行召會生活—加

一 15～16，二 20，四 19，一 2： 
1 我們對基督主觀的經歷所產生的召會，乃是基督構成到祂的信徒裏面—弗三

16～19。 

2 死而復活的基督已經作到我們裏面，以產生召會，就是祂的身體—西一 27，
18，二 19，三 15。 

3 基督在祂自己裏面乃是元首，基督構成到我們裏面乃是身體—弗一22～23，
三 17，四 15～16，西一 18，27，三 4，二 19，三 15。 

三 約翰福音裏雖然沒有特別用到『召會』這字眼，對於召會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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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及召會的構成分子這事實卻有清楚的說明；有七種說法題

及召會： 
1 召會是由許多子粒組成，這許多子粒乃是藉着基督的死與復活所產生的許多

信徒—十二 23～24。 

2 召會是由主的許多弟兄組成的—二十 17。 

3 召會是父的家—十四 2，23。 

4 召會是子的葡萄樹連同許多枝子—十五 5，7。 

5 召會是由終極完成的那靈所生之那靈的新孩子，新人—十六 20～22。 

6 召會是新婦，有基督作新郎—三 29～30。 

7 召會是一個羊羣，有基督作牧人—十 14～16。 

四 實際的召會生活乃是出於我們對於主觀眞理的經歷；我們經歷

主觀的眞理時，召會自然就產生出來—羅八 10～11，十二 4
～5，十六 1，4～5，林前一 9，30，十五 45 下，六 17，一 2，
十二 27。 

五 我們主觀的經歷基督作生命，結果就是召會生活作爲筵宴之

家—約十二 1～11： 
1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都必須作召會的三角肢體—『馬大—拉撒路—馬利亞』。 

2 在眞實的召會生活中，有對主殷勤的服事，能看見主活的見證，並且有絕對

的愛向主傾倒出來；這是主身體眞正的彰顯，這身體乃是盛裝主並彰顯主的

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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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一 
晨興餧養 

路十五 22～23『父親卻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

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

讓我們喫喝快樂。』 

神的救恩有兩面：上好的袍子所表徵外面客觀的一面，以及肥牛

犢所表徵裏面主觀的一面。基督作我們的義，是我們外面的救恩；基

督作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享受，是我們裏面的救恩。上好的袍子使浪子

有資格符合他父親的要求，使父親心滿意足；肥牛犢使他得着飽足，

不再飢餓。因此，父和子能一同快樂（聖經恢復本，路十五 23 註 1）。 

信息選讀 
路加十五章說到一個兒子離開父家，在外面流蕩，變成浪子。有

一天，浪子衣衫襤褸的回家了。…父親遠遠的看見，就跑去抱着他親

嘴。親了嘴之後，馬上就吩咐奴僕說，『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來給他

穿。』〔22〕那一件袍子是他的家人都知道的，因爲是他父親早就豫備

好，要在他兒子回來時，給他穿上的。兒子成了浪子，雖然回到父家，

還需要配上這件袍子，纔在父面前像一個兒子。這是救贖的一面。父

親是有資格的，要作他的兒子是有要求的。兒子離家流浪，就失去兒

子的身分，成了浪子；現在父親再給他穿上這件袍子，他馬上又成爲

兒子。這說出神救恩法理的一面。 
然而，光是穿上袍子，成爲兒子，還是不彀。這時，兒子一面很

歡喜，另一面…〔他〕裏面沒有喫飽。…父親接着就說，『把那肥牛犢

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23〕這時兒子必定高興得跳舞了。喫

過肥牛犢以後，兒子就得着飽足，不再飢餓了。因此，袍子是表徵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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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恩法理的一面，牛犢是表徵神救恩生機的一面（神救恩生機的一面，

一七至一八頁）。 
我們藉着基督的血被聖別，是地位上的事。我們原是在亞當裏的

罪人，但基督的救贖把我們遷移了，甚至從亞當裏遷移到基督裏（林

前一 30）。…蒙救贖的意思就是被遷移；就如一位姊妹去購買水果，

把水果從市場遷移到她的廚房裏。這是地位上的事。 
當父親把上好的袍子給他兒子穿上時，那是外面和地位上的事。

但當他把肥牛犢給浪子喫時，那是裏面和性質上的事。一個人…的衣

着是地位的事，而他的喫是性質的事。衣着改變他的地位，使他彀資

格去工作。然後他的胃裏需要有些東西從裏面供應他。基督的血改變

我們的地位，以聖別我們。這是神的聖別地位的一面。然後神重生我

們，把我們作成新造，這是我們在性質上被那靈聖別的開始。我們被

作成新造，是從重生開始，一直繼續藉着那靈性質上的聖別，經過我

們整個基督徒的一生。 
性質上的聖別，乃是繼續在信徒身上正在進行之重生的工作。…

我們的出生是我們的重生，我們的長大就是我們性質上的聖別。…神

已經生了我們（約一 12～13），現今我們需要長大。我們雖然都是神

的兒女，但在屬靈的成長上，我們卻是在不同的年齡和階段。那靈藉

着聖別我們，而繼續更新我們，好使我們在生命上長大（那靈同我們

的靈，一三○至一三一頁）。 
參讀：聖經中的主觀眞理，第二篇；那靈同我們的靈，第九、十

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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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二 
晨興餧養 

詩四五 13～14『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

交織成的。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 

啓十九 7～8『…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又賜她

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我們所接受，使我們得救的義是客觀的，使我們滿足公義之神的

要求；〔啓示錄十九章八節〕得勝聖徒的義是主觀的（腓三 9），使他

們滿足得勝基督的要求。詩篇四十五篇十三至十四節說到王后有兩件

衣服：一件相當於客觀的義，使我們得救；另一件相當於主觀的義，

使我們得勝（聖經恢復本，啓十九 8 註 2）。 
所有屬靈的經歷，都是先相信基督所成功的，後順服聖靈所指示

的。基督所成功的，是叫我們得地位；聖靈所命令的，是叫我們有經

歷。 
基督降臨的時候，一方面〔有〕神的羔羊，這是客觀的。一方面

〔有〕羔羊的新婦『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

的義』〔啓十九 8〕，這是主觀的（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十册，二一

八至二一九頁）。 

信息選讀 
舊約中的逾越節給我們看見，神的救恩有救贖的一面，也有拯救

的一面。救贖的一面，由羊羔的血所表徵，是照着神法理的要求；拯

救的一面，由羊羔的肉所表徵，是照着神在生機上生命的供給。 
我們每週一次來擘餅，桌子上擺的有餅又有杯。杯表徵主爲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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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所流的血，是爲着救贖的需要；因此杯是關乎神救恩法理的一面。

餅表徵主是生命的餅，是關乎神救恩生機的一面。…在舊約逾越節的

豫表裏，以色列人是灑羊羔的血，喫羊羔的肉；但在新約逾越節的應

驗裏，我們是喝主的血，喫主的肉。喝血是法理的，爲着救贖；喫肉

是生機的，爲着蒙救贖之後的行動。主在受死以前設立祂的桌子時，

乃是用餅和杯作表號（太二六 26～28）。我們喫餅喝杯，就是表徵喫

主的肉喝主的血。這二者總和的結果，乃是叫我們得着神作我們永遠

的生命。…（參約六 54）。照樣，我們喫主喝主，目的是要叫我們得

着祂作我們永遠的生命。喝血是爲着法理，喫肉是爲着生機；二者加

起來，纔能達成神救恩的目的（神救恩生機的一面，一七至一九頁）。 
羅馬書所啓示神完滿的救恩有兩部分，…基督的死爲我們所成就

的救贖，…〔以及〕基督的生命所給我們的拯救。…救贖、稱義與和

好，乃是藉着基督的死，在我們外面所成就的，是在客觀方面救贖我

們；聖別、變化與模成，乃是藉着基督生命的運行，在我們裏面所成

功的，是在主觀方面拯救我們。客觀方面的救贖，是叫我們在地位上

脫離定罪和永刑；主觀方面的拯救，是叫我們在性質上脫離我們的舊

人、自己和天然的生命（聖經恢復本，羅五 10 註 2）。 
參讀：神救恩生機的一面，第一至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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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三 
晨興餧養 

約四 14『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

成爲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六 48『我就是生命的糧。』 

57『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

我活着。』 

在約翰福音裏都是講主觀的眞理。…喫東西、喝水，絕不是客觀

的，完全是主觀的。我把食物喫進去，把水喝進去，就叫食物、水和

我變成一體了。所喫進去的東西，經過數小時就被消化，成爲我活的、

有生機的組織成分。換句話說，我所喫的就變作我。…所以約翰福音

乃是告訴我們主觀的經歷，不是客觀的道理。我們要接受主，喫祂、

喝祂（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册，一四一至一四二頁）。 

信息選讀 
三一神在神聖的三一裏湧流，有三個階段。約翰四章十四節下半

〔說〕…，『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爲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當水源湧上來成爲水泉，那就是水源顯出來；然後就有河湧流。父是

源，子是泉，靈是河。 
這湧流的三一神乃是『直湧入永遠的生命』。譯爲『直湧入』的介

詞，在原文裏含意很豐富。這辭在此說到目的地；永遠的生命乃是湧

流之三一神的目的地。水源在我們裏面，作爲水泉湧上來，而成爲河，

直湧入目的地，這目的地就是永遠的生命。新耶路撒冷是神聖、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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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總和，這永遠的生命至終乃是新耶路撒冷。因此，『直湧入永遠

的生命』，意思就是『直湧成爲新耶路撒冷』。…我們需要整本聖經來

解釋約翰四章十四節。父作爲源頭乃是源，子是泉，靈是湧流的河，

而這湧流的結果帶進永遠的生命，就是新耶路撒冷。約翰福音一開始

就說，『太初有話。』（一 1）話是爲着講說，而這講說乃是神湧流的

開始。講說是湧流，擴展是湧流，分賜也是湧流。神藉着講說，藉着

擴展，藉着分賜而湧流。 
三一神成了活水，就是主耶穌在約翰四章所給撒瑪利亞婦人的。…

源就是父。當這源顯出來，或湧出來成爲泉，那就是子。當這泉湧流

成爲河，那就是那靈；這乃是湧入（或爲着）新耶路撒冷。約翰福音

頭四章陳明三一神爲湧流的水；在六章和七章裏，有兩個節期。這兩

個節期乃是湧流的結果。我們這些墮落的人又飢又渴；但在節期裏我

們有東西喫，滿足我們的飢餓，也有東西喝，解我們的乾渴。食物是

基督，水也是基督。 
當我們喝這水，這水就在我們裏面成爲源。…這源顯出來就是泉，

並且這泉湧流出來成爲河，爲着新耶路撒冷。這就是打開整卷約翰福

音的鑰匙，這就是神聖三一的神聖說話、神聖擴展和神聖分賜。父是

源，子是泉，靈是河，湧流到我們裏面。當祂湧流到我們裏面，祂就

帶着我們一同湧流。祂要把我們湧流入新耶路撒冷裏，而成爲新耶路

撒冷。『入』這個介詞，也有『成爲』的意思。湧入新耶路撒冷，意思

就是成爲新耶路撒冷。如果我們不成爲新耶路撒冷，我們就絕不可能

在新耶路撒冷裏。我們必須是新耶路撒冷，然後我們纔能在新耶路撒

冷裏。這就是約翰福音和啓示錄的內在意義（約翰福音結晶讀經，一

七一至一七二、一七四至一七五頁）。 
參讀：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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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四 
晨興餧養 

約一 1『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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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32『約翰又作見證說，我曾看見那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停留在祂

身上。』 

約翰一章說到基督是話；接着又啓示，這話藉着神的創造而爲神

說話。然後，基督更進一步藉着成爲肉體爲神說話，並在祂是羔羊的

事上爲神說話。基督作爲話，也藉着宇宙歷史中的第四件大事說話，

這第四件大事乃是祂成爲那靈〔32〕。…這是…彷彿鴿子降在羔羊身上

〔的那靈〕。基督先是羔羊，然後成了鴿子，就是那靈。在約翰一章，

基督啓示於祂成爲那靈，爲着新約在生機上使蒙神救贖的人變化成爲

石頭（32～42），以建造神的家（伯特利—51）這事上。 
爲了成爲像神一樣，我們需要變化。變化的頭一步是重生、再造

我們。雖然我們是按着神的形像，照着神的樣式造的，但在我們重生

以前，我們裏面還是沒有任何屬於神的眞實東西。我們需要重生，好

開始變化爲石頭，作神屬靈的建造，就是祂的家。神的家，伯特利，

先是召會，然後是基督的身體，最終是新耶路撒冷（約翰福音結晶讀

經，一○至一一頁）。 

信息選讀 
三一神成了一個神人，將神性帶進人性裏，使神性與人性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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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原型，以大量複製許多神人。祂成了三一神具體的化身（約一14），
將神帶給人，使神成爲可接觸、可摸着、可接受、可經歷、可進入並

可享受的。這位在永遠裏的神，藉着變化，成了由帳幕所豫表之三一

神具體的化身，也就是成爲一個實體，給人接觸、摸着、接受、經歷、

進入並享受。 
神若沒有變化成爲人，就不可能過人性的生活。祂雖然過着人性

的生活，但不憑祂屬人的生命，乃憑祂神聖的生命活着，在祂人性的

美德裏，彰顯神聖的屬性。這樣的生活，乃是祂大量複製所產生許多

神人之人性生活的模型（彼前二 21）。祂不只是那一個爲着大量複製

祂自己的原型；祂也是一個模型，一個範本，以大量複製許多神人，

來重複祂的生活，作祂人性生活的『複本』（羅馬書的結晶，二二一至

二二二頁）。 
約翰福音這卷書一直講到我們對主該如何有主觀的經歷。祂成了

肉體，就是爲着把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來。祂成了活水，使我們可以

喝祂。祂成了生命的糧，使我們可以喫祂。祂也成了生命的氣，使我

們可以呼吸祂。水、糧、氣進到我們裏面所產生的主觀經歷，是沒有

任何東西能比得上的。 
但是我們要看見，…所有的主觀經歷都是聯於靈，也都在乎生命，

而爲着產生召會。我們把主接受到裏頭，結果就是叫我們成爲召會裏

頭的分子。不錯，在約翰福音裏是給我們看見主觀的經歷，雖然這卷

書裏沒有用『召會』這樣的字眼，但是我們不要忽畧，這卷書確實說

到召會的分子是如何產生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册，一五九

頁）。 
參讀：約翰福音結晶讀經，第一至二篇；約翰福音生命讀經，第

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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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五 
晨興餧養 

約十五 1『我是眞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裏面的，我也住在他裏面，這

人就多結果子；因爲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在約翰十五章一節，〕這棵眞葡萄樹及其枝子，就是子和子裏

的眾信徒，是神經綸中三一神的生機體，因神的豐富而長大，並彰顯

祂神聖的生命（聖經恢復本，約十五 1 註 1）。 
父是栽培的人，是葡萄樹的源頭、創始者、計畫者、種植者、生

命、本質、土壤、水分、空氣、陽光和一切。子是葡萄樹，是神經綸

的中心，也是父一切豐富的具體化身。父藉着栽培子，將祂自己連同

祂一切的豐富，都作到這葡萄樹裏面；至終，這葡萄樹藉着枝子，作

父團體的彰顯。這就是父在宇宙中的經綸（約十五 1 註 2）。 

信息選讀 
主說祂是一粒麥子。這粒麥子…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

二 24）。…祂是那一粒，我們大家是這許多子粒。我們生來並不是這

許多子粒，乃是主的生命進入我們裏面，主把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我們得以重生，纔成了這許多子粒；而這許多子粒乃是爲着作成一個

餅。我們雖多，卻『只有一個餅』（林前十 17）。原來是一粒一粒的麥

子，現在這許多粒麥子被磨成粉，調在一起，就成爲這一個餅。這一

個餅就是象徵召會。…這一個餅就是一個身體，這一個身體就是召

會。…召會不是…社會。社會是人羣組織而成的，召會卻是基督產生

出來的。召會乃是藉着基督的死和復活，把祂分賜到我們裏頭，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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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成爲一粒一粒的麥子。我們這一粒一粒的麥子調成一個，就是這一

個餅。這一個餅就象徵一個身體。 
〔在約翰二十章，〕主復活之後，對馬利亞說，『你往我弟兄那裏

去，告訴他們說…。』（17）當主在地上，還沒有死和復活之先，…祂

稱〔祂的門徒〕爲朋友〔十五 13～15〕，從來沒有稱他們爲弟兄。爲

甚麼呢？因爲那時候主的生命還沒有進到門徒裏面。乃是藉着復活，

在復活中主的生命就進到了門徒裏面；門徒有了主的生命，所以也就

成了主的弟兄。而這些弟兄，按照希伯來二章十二節看，就是召會。

那裏說，『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會中我要歌頌你。』召會

是甚麼？召會就是主眾弟兄的組成。 
在約翰十五章裏主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5）枝子若

和樹沒有絕對主觀的經歷，枝子就不是枝子。樹上的枝子和樹是完全

一體的，是沒有辦法分的。樹裏頭的生命就是枝子裏頭的生命，樹的

性情就是枝子的性情，樹的本質也就是枝子的本質。枝子和樹沒有一

點的分別。認眞說，所有的枝子都是樹的一部分。 
小樹苗剛從地裏長出來的時候並沒有枝子。長來長去，一根一根

的枝子就長出來了。所以召會是甚麼？召會就是從基督長出來的枝子。

召會就是基督的眾分枝集其大成而成功的。我們每一個信祂的人都是

基督身上的枝子，因爲是祂把自己長到我們裏面來。因此我們也都是

祂身上的肢體，而這些肢體合在一起也就是身體（李常受文集一九七

七年第三册，一六○至一六三頁）。 
參讀：聖經中的主觀眞理，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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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週六 
晨興餧養 

約三 28～30『…我不是基督，不過是奉差遣在祂前面來的，…娶新

婦的，就是新郎；…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十四 2『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 

23『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

裏去，同他安排住處。』 

雖然約翰福音裏沒有『召會』這字眼，卻有許多的子粒，許多的

弟兄和許多的枝子。你們看這是不是召會？…你們再看，…施浸約翰

對他的門徒說，『我曾說，我不是基督，…娶新婦的，就是新郎。』〔三

28～29〕新郎是基督，新婦是誰呢？就是召會。這是團體的，不是單

個的，是總體的一個新婦（李常受文集一九七七年第三册，一六四頁）。 

信息選讀 
在約翰福音裏，『我父的家』這個辭共用了兩次：頭一次是在二章，

那裏『我父的家』〔16〕是指着殿（15）或基督的身體說的。旣是如

此，到了十四章，『我父的家』必定仍是指着殿或身體說的。解聖經必

須用聖經的本文來解。十四章『我父的家』的定義必須根據二章。『我

父的家』就是殿，就是身體，也就是今天的召會。 
我們都要看見，在約翰福音裏有五種說法說到召會。第一種，許

多子粒磨成粉，作成一個餅。第二種，許多弟兄集其大成，成了召會。

第三種，許多枝子聯於樹，成爲一體。我們是祂身上的肢體，肢體雖

多，仍是一個身體；正如枝子雖多，仍是一棵樹。第四種，一個新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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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種，一個新婦就是神的家，『我父的殿』。這些說法乃是從不同的

角度，不同的方面來描寫召會是怎樣一回事，但是不要忘記主要的點，

就是召會的產生乃是由於我們對基督有主觀的經歷（李常受文集一九

七七年第三册，一六八至一六九頁）。 
〔在約翰十二章〕我們有三類的功用：服事、見證和愛。…這三

樣東西必須在召會生活中見到。每逢人來到我們這裏，他們必須曉得，

我們中間有爲主的服事、對主的見證和傾倒在主身上的愛。…我們必

須一直有服事。我們更必須有見證，見證主是我們復活的生命；在這

一面的見證，無需我們勞苦。我們只需要復活的生命。我們與祂一同

復活之後，就不必勞苦。我們只要和祂同坐，和祂同行，和祂同享筵

席。…此外，我們對主必須表示絕對的愛。人進到我們中間，就該說，

『哦，這些人不惜任何代價來愛主。他們在愛主的事上，肯付任何代

價。在他們心中，沒有甚麼東西像主自己這樣貴重、這樣有價值、這

樣可愛、這樣寶貴了。』我們必須給人這樣的印象。 
我們都必須作召會中三角的肢體，我們必須有三個角。…在召會

生活中，至少必須有三樣東西：對主殷勤的服事、主復活生命活的見

證以及傾倒在主身上絕對的愛。我們若眞正實行召會生活，就必須有

服事，有見證，有對主的愛。我們都必須是馬大、拉撒路及馬利亞。

這樣一個召會是主作我們生命的結果。…在這裏我們能與別的聖徒一

起享受主，主自己也能滿意的居住、安息並坐席。這是主身體眞正的

彰顯，這身體乃是盛裝主並彰顯主的器皿（約翰福音生命讀經，三四

五至三四七頁）。 
參讀：約翰福音生命讀經，第十、二十五篇；基督爲父用神聖的

榮耀所榮耀的結果，第四、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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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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