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

147

148

第一周

第一天

约一 1～18

第一周

祷告：

第二天

约一 19～51

祷告：

主，我们里面实在渴慕你，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你的自己，

主，求你临到我们每个人，眷顾每一位，在我们里面摸着我

你的话就是你的发表，你的话就是你的临到我们。

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打开我们心思的窍，使我们有智慧能明

祷读经节：

白你的话语，也有启示能以看见！

约 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

祷读经节：

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

约 1:51

来独生子的荣耀。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约翰福音深处的构想，是神成肉体的基督，来作神具体的化身，

约翰福音第一章是本书的引言，介绍________是神子，
（34，

犹如帐幕和圣殿，给人接触并________，…所以约翰首先指出，

49，）又是人子。拿但业认出基督是神子，也这样称呼祂；
（49；）

基 督 乃 是 帐 幕 外 院 子 里 ， 豫 表 十 字 架 的 ________ 上 除 罪 的

基督却对拿但业说，祂是人子。神子是神，具有神的________；

________，又像豫表十字架的杆子上所举，使人得生的________。

人子是人，具有人的性情。祂是神的____________，为着表明神，

这指出基督如何在祂的救赎里，给信祂的人得着…。十三章的洗

（18，）并将神带给人。祂也是人子，为着________神在地上人

脚，可看为帐幕外院子里的____________，洗去亲近神者所受地

间的居所。神的建造需要祂的________。在已过的永远，基督只

上的污秽，以维持他们与神的交通，和他们彼此的交通。到十四

是神，只是神子，只具有神性；但在将来的永远，基督是神也是

章，基督就把接受祂的人带进圣所，经历祂作____________所表

人，是神子也是人子，要________兼具神人二性。
（参约一 51 注

征生命的粮，和祂作____________所表征生命的光。最后，在十

3）

七章，基督最高最奥的祷告，就是____________上焚烧之香所表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至五篇。

征的。
（参约一 14 注 2）

读经心得：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一至三篇。

读经心得：
结语

话成了肉体
149

结语

基督乃是通天的梯子
150

第一周

第三天

约二 1～22

第一周

祷告：

第四天

约二 23～三 13

祷告：

主，我们虽然能栽种，能浇灌，能讲论，我们却不能给人生

主，在你生机的拯救里，你所作的头一件事，就是重生我们

命，更不能叫人生长。主啊，赐人生命，叫人生长的，乃是你这

的灵。至终，你把你自己这样一位灵，放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

位生命之主，包罗万有的基督！

的灵调和，使我们与你成为一灵！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2:19

约 3:6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
起来。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尼哥底母认为基督是从神那里来作________的，这指明他可能

圣经________题起任何事，都是立定那件事的原则。因此，这

认为他需要更好的教训以________自己。但主在下节的答覆向他

里的头一件神迹，立定了往后________神迹的原则，就是变死亡

揭示，他所需要的乃是________。重生就是在天然出生所得人的

为________。

生命之外，由________生命所重生。因此，他真实的需要不是更

在圣经中，就________而言，生命树是生命的________，知识

好的教训改良他，乃是神的生命重造他。他原是在寻求教训，教

树是死亡的源头，如创二 9、17 所启示的。本福音所记载一切事

训属于____________；但主的答覆把他转到生命的需要上，生命

例 的 意 义 ， 总 是 符 合生 命树 带 来 生 命， 知识 树带 来 死 亡 的

属于____________。
（参创二 9，17。）
神的国就是神的________，这是一个神圣的范围，人必须有神

________。
在约翰福音中，主所行的一切神迹，原文都称为________。这
些都是神迹，却用作表号，以表征________的事。
二章十五节主洁净殿的事例，启示出生命的________，乃是为

的生命才能________。只有神的生命才能领悟神的事物。因此，
要看见或进入神的国，需要由神的生命所________。（参约三 2
注 1，3 注 3）

着________神的家。
（参约二 11 注 1，注 2，15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八至九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六至七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变死亡为生命
151

结语

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152

第一周

第五天

约三 14～36

第一周

祷告：

第六天

约四 1～26

祷告：

主，使我们每个人都蒙福，都得恩，都从你手中接受你属天

主啊，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感谢和敬拜。我们的心喜乐、灵

的丰富。主，再一次表白你的道路，释放你的话语，把你自己打

跳跃，我们从深处宝爱你，愿意跟随你！我们实在愿意再来接受

开，丰丰富富的摆在我们中间！

你，吸取你的丰富，享受你的丰满！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路 3:16

约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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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灵；敬拜祂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约翰四章二十四节主的话是教导撒玛利亚妇人，她需要用她的

世人，指犯罪堕落而构成世界的人，不只有罪，且有古蛇魔鬼
的________，成为他的蛇类，需要基督以________替他们死，为

____接触是灵的神。用她的灵接触是____的神，就是____活水，
这样才是真正________神。

他们受神审判，否则他们就必灭亡。世人虽这样堕落，但因他们

照本章上下文以及约翰福音整个启示看，这里的真实是指神圣

是神照自己的形像，为盛装祂而造的________，神仍然以祂神圣

的________成了人的真实、真诚，（与不道德之撒玛利亚敬拜者

的爱，就是祂自己，极其的爱他们，甚至将祂的____________

的________________相对─16～18，
）为着对神真实的敬拜。神

（就是祂的彰显）赐给他们，好叫他们得着祂永远的生命，成为

圣的实际乃是基督，祂是________，
（十四 6，
）是旧约为着敬拜

祂的________，作祂团体的彰显，以完成祂新约永远的________。

神之一切________的实际；（一 29，三 14；）祂也是活水─

因此，神就先藉着祂的灵________他们，叫他们有祂永远的生命，

____________之灵─的________，
（7～15，
）给信徒享受并畅饮，

再用祂无限量的灵________他们，使他们成为祂那在万有之上，

成为他们里面的实际，至终成了他们的真实和________，藉此，

包罗万有之基督的________，作祂的________和丰满。
（参约三

他们以神所要的敬拜来________祂。（参约四 24 注 3，注 5）

16 注 2）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至十二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九至十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神爱世人
153

结语

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154

第一周

第七天

重

约四 27～54

祷告：

生

国度总是与生命有关。植物国度与植物生命有关；动物国度与

主，我们这许多人能被你召聚，聚集在你的周围，来研读你

动物生命有关。你若要有分于某种国度，你首先需要那个国度的

的话，为要看见启示，并得着路来应用我们所看见的，这是何等

生命。只有鸟才能有分于鸟的国度，因为只有鸟才有鸟的生命。

的福分。

照样，只有人才能有分于人的国度，因为只有人才有人的生命。

祷读经节：

因此，若无神的生命，我们怎能有分于神的国？…我们需要神圣

约 4:34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作成

的生命，我们需要重生。重生是进入神的国惟一的路，惟一的入

祂的工。

门。
神圣的生命把我们带进神的国。我们都是生入人的国的。从无

喜欢的经节：

一人是归化到人的国中的。比方一只狗出生，就立刻在狗的国中。

填空：

它知晓一切狗的事，无需人教导它作狗，说，
“小狗，你必须知

凡喝活水而得________的人，都会丢弃从前霸占他们的事物，

道你是狗，你是在狗的国中，从今以后你必须天天吠叫。”狗是

并为活水作________。照约翰二章所立定的原则，这也是变死亡

在狗的国中，从出生就知道一切狗的事。这就是何以主耶稣对尼
哥底母说，他必须生入神的国。我们不能借学习或归化而进入神

为________。
罪人因接受________的活水，得着了满足；救主因实行神的旨
意满足罪人，也得着了________。实行神的旨意，使罪人得着满
足，这就是救主的________。
（34。
）
在迦拿所行的第一件________，
（二 1～11，
）意义是变死亡为
生命，立定了生命的原则。这里第二件神迹，是继续________

的国。你也许可以归化为某一国的公民，但你永远不可能归化进
入一个国。狗不能归化进入猫的国。假定有人对狗说，“小狗，
我喜欢你，我想改一改你的国籍。从前你生入了狗的国，但是我
要把你归化进入猫的国。
”你若想要这样作，就会为猫的国带来
极大的难处。要把狗带进猫的国，正确的办法就是用猫的生命重
生狗。

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死亡的源头是____________，生命的源头

我们一重生，就被迁入神的国。歌罗西一章十三节说，神“拯

是____________。（参创二 9，17。）
（参约四 28 注 1，32 注 1，

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祂爱子的国里。”我们是

54 注 1）

借着重生而迁入的，如今我们是在神的国里。当我们呼喊主的名，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二至十三篇。

那神圣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把我们生入了神的国。

读经心得：

虽然你对神国的事知道得很少，在你里面的灵却知道这国的事。

结语

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155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一二一至一二三页。）
156

重

生

祷告：

的。藉着重生，我们死了的灵不只被点活，活过来了，并且从那
灵得着神神圣生命的分赐。现今我们的灵乃是重生的灵，并且成

主，感谢你为我们创造了人的灵，在你生机的拯救里所作的

为我们的新人。从前我们的肉体是我们所凭以活着的；现今我们

头一件事，就是重生我们的灵。至终，你使我们与你成为一灵！

的灵是我们该凭以活着的。六节里的第一个灵是神圣的灵，就是

诗歌：450

神的圣灵；第二个灵是人的灵，就是人重生的灵。重生乃是神的

读经：

约三 1～36

圣灵在人的灵里，用神的生命，就是永远、非受造的生命所完成

祷读经节：

的。因此，重生就是人在天然的生命之外，得着神永远的生命，

约 3:3

作为新人的新源头和新元素。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 3:5
约 3:6

我们的灵一旦由神的灵用神的生命所生，就有了带着神生命的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

神的灵住在其中，并与其调和。因此这灵成了一个调和的灵－我

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们人的灵与神那神圣的灵调和，就如罗马八章十六节所说的：
“那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

灵…与我们的灵。
”乃是在这个调和的灵里，我们与主成为“一

真理亮光：

灵。”
（林前六 17。）（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一一七至一一九页）

约三 2 注 1，3 注 3，5 注 2，6 注 2，14 注 1。

福音应用：

生命供应：

在灵和真实里敬拜

在约翰三章六节主说，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

—林前 1:23

这话是教导撒玛利亚妇人，她需要用她的灵接触是灵的神。用

就是灵。
”重生不是从肉体而生，因为从肉体生的不过是肉体。

她的灵接触是灵的神，就是喝活水，这样才是真正敬拜神。
（约

重生乃是从灵而生，从神的灵而生，生出灵，就是我们重生的灵。

4:24 注 3）

肉体是我们天然的人，我们的旧人，我们外面的人，是从我们那

问答：

是肉体之父母所生的。但是灵，我们重生的灵，是我们属灵的人，

1、重生的真义为何？（参读 约三 2 注 1。）

我们的新人，我们里面的人，（林后四 16，弗三 16，）是从那是

2、请说明从那灵生的就是灵？（参读 约三 6 注 2。）

灵之神所生的。当我们从我们的父母而生，我们生出来就是肉体；

3、我们该如何敬拜神？（参读 约四 24 注 3。）

当我们从神这灵重生，我们生出来就是灵。灵的性质与肉体的性

参读：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一至十三篇；新约总论，

质不同。肉体的性质生来是属人的，灵的性质生来是神圣的。在

信徒（上）
，第一二九、一三十篇；神人生活，第

我们重生以前，我们靠肉体活着，在肉体中为人，我们的灵是死

一篇；神救恩生机的一面，第一、二篇。

157

158

第二周

第一天

约五 1～30

祷告：

第二周

第二天

约五 31～六 15

祷告：

主啊，现今的时代是黑暗的，今日是败坏的，你却拯救了我

主，我们来寻求你，求你把你自己打开，分赐给我们，使我

们，把我们从百忙中，从各样的霸占里救拔出来，你不但救赎了

们每一个人都能从你话中，再得着你。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

我们，更把你自己分赐给了我们！

弱和无有，叫人得生命的乃是你！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5:24

约 5:39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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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
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

约 5:40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根据以弗所二章一、五节和歌罗西二章十三节，约翰五章十五

约翰五章三十三节的“真理”原文与一 14、17 的________同。

节这里不是指肉身死了的人，乃是指____死了的人；因此本节的

前节说，约翰为基督作见证；本节说，约翰为________作见证。

“活，”意即灵里活过来，并不是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节所说

这证明这里的真理是指________。
（十四 6。
）照本福音整个的启

________的复活。

示看，真理在这里是指那在神儿子基督里，所具体表现、启示并

约翰五章二十九节“生命的复活”是____________之前，得救
信徒的复活。已死的信徒要在主耶稣________时复活，享受永远

彰显的神圣________。
“查考圣经”可能与“到我这里来”
（约五 40）________。犹
太宗教徒查考圣经，却不肯到主这里来；这两件事应当________。

的生命；因此，称为生命的复活。
审判的复活是千年国之后，灭亡之____________的复活所有已

圣经既是为主____________，就不该与主分开。我们可能接触圣

死的不信者，都要在这一千年之后复活，并在白色大宝座前受

经，却没有接触主。惟有主能赐人________。（参约五 33 注 1，

________。
（参约五 25 注 1，29 注 1，注 3）

39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四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四至十五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已经出死入生了
159

结语

到主这里来得生命
160

第二周

第三天

约六 16～51

祷告：

第二周

第四天

约六 52～71

祷告：

主啊，求你再赐给我们活的话，新鲜的话，生命的话，亮光

主，求你对我们说活的话，生命的话！主啊，对我们每一个

的话，高超的话，把我们带到天的境界里，使我们与你同行，与

人的心说话，好叫你能供应我们，摸着我们，缠裹并医治我们，

你同活！

且带领我们一直往前！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6:51

约 6:63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
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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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主认为，人之于神，是要________祂，就是接受祂作生命和

吃就是把食物________到我们里面，并____________吸收到我

____________供应。这是创二带进生命之生命树的原则，与带进

们体内。因此，____主耶稣就是将祂接受到我们里面，为重生的

________之知识树的原则是相反的。

________以生命的方式所吸收；然后，我们就凭着所接受的主而

生命的粮是以________的形态作人生命的供应，就像生命树一
样“好作________，
”（创二 9，
）作人生命的供应。
到了这里，粮变成了____。粮属于________生命，只为着喂养；

____。藉此，祂这位复活者就活在我们里面。
到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这里，带进了赐生命的____。林前十五
45 说得很清楚，那成了________的主耶稣，
（约一 14，
）在复活

肉属于________生命，不仅为着喂养，也为着________。人堕落

之后，藉着复活成了____________的灵。因着祂是赐生命的灵，

以前，主是____________，
（创二 9，
）只为着喂养人。人堕落到

祂才能成为我们的________和生命的供应。我们接受祂这位钉死

罪中之后，主就成了________，
（一 29，）不仅为着喂养人，也

并复活的________时，赐生命的灵就进到我们里面，将永远的生

为着救赎人。（出十二 4，7～8。
）（参约六 29 注 1，35 注 1，51

命________给我们。我们接受的是主________，得着的却是赐生

注 2）

命的____。
（参约六 57 注 1，63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六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六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161

结语

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162

第二周

第五天

约七 1～24

祷告：

第二周

第六天

约七 25～52

祷告：

主，眷临我们，膏油涂抹每一位，膏油涂抹我们的心、心思

主，我们颂扬你是得荣耀的一位，我们珍赏并宝贝你的得荣

和灵。主，满足所有的需要，甚至借着说话满足你的需要！

耀。阿利路亚，我们的基督乃是得荣耀的基督！主啊，给我们寻

祷读经节：

求的心，来寻求你这位得荣耀者!

约 7:17

人若立志实行祂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

祷读经节：

神，或是我从自己说的。

约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
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喜欢的经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事例发生在逾越节，本章的事例发生在

填空：

____________。逾越节是犹太人每年的第一个节期，住棚节是他

耶稣是在________时得着荣耀的。（路二四 26。
）祂复活后，

们每年的________一个节期。
（利二三 5，34。
）逾越节是一年当

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________基督的灵。

中的第一个节期，含示________的开始，（参出十二 2～3，6，
）

基督在祂复活的晚上，已将这灵吹到门徒里面。（约二十 22。
）

说到人寻求满足，结果却是________。住棚节是一年当中的最后

现今这灵乃是____________保惠师，就是基督受死之前所应许实

一个节期，含示人一生的完满和成功，
（参出二三 16，
）这一切

际的灵。（十四 16～17。）当这灵还是神的灵，祂只有________

都要到________，结果仍是________。在逾越节的情景中，主说

的元素；当祂藉着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成了耶稣基

到自己是生命的粮，满足人的________。在住棚节的情景中，主

督的灵，祂就兼有神圣与________的元素，连同基督成为肉体、

应许要流出活水，解除人的________。
（参约七 2 注 1 第一段）

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一切素质和________。因此，祂现今乃是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七至十八篇。

________________耶稣基督的灵，作了________给我们接受。

读经心得：

（38～39。
）（参约七 39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八篇。

读经心得：
结语

进入美地的安息
163

结语

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164

第二周 第七天 约七 53～八 27
祷告：

那

灵

创世记一章有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自己临到祂的造物。在创

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如今我们在光

世记一章的时候，神的灵里只有神性。有一天，神成为肉体来作

中，为着那随着我们，并照耀在我们里面、我们身上，且照透我

人，就是耶稣基督。三十三年半后，基督被钉十字架。在祂被钉

们的光，我们感谢你！

十字架后，祂经过复活及升天，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复活

祷读经节：

的耶稣基督之灵。现今耶稣基督之灵出来接触人了。从前神的灵

约 8: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

只带着神性出来接触神的造物，但如今耶稣基督的灵带着神性、

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人性、祂包罗万有之死的功效和复活的元素，出来接触人。在基
督复活以前，还没有这样的灵。

喜欢的经节：

我们可用一杯清水，加入许多别的成分作例证。清水经过一个

填空：

阶段，把奶加进去；又经过几个阶段，分别加进蜂蜜、茶和盐，

约翰八章十六节证明，子在地上时，父也与祂同在地上；父与

最终成了包罗一切的饮料。在清水经过这一切阶段以前，还没有

子，子与父，是永____________的。子在地上时，仍旧在____

这样美妙的饮料…。现在，杯中有包罗一切的饮料。照样，主耶

上与父同在。（三 13。）这也证明，当神成了肉体时，
（一 14，
）
乃是子________父，父________子，在灵里，父、子、灵，
____________神成为肉体。（提前三 16。
）
“我是”
（约八 28，58）乃是____________这名的意义。（出

稣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和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所应许的灵，
不是那只有神性作内容的灵，乃是有神性、人性、包罗万有的死、
复活和升天各种元素的灵。如今我们不单有神的灵，也有耶稣基
督的灵。乃是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把生命水的河流赐给我们。
有时孩子需要吃药，智慧的母亲会将药藏在饮料中。孩子喝了

三 14。）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创二 7，）亦即那昔是今是以后

饮料，就吃了药。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有药，这药就是今天在圣灵

________的，就是那________永有的，（启一 4，出三 14～15，
）

里基督那杀死的死。你越说，
“哦，主耶稣，”你就越得着包罗万

用于神与人的关系。因此，这名指明主是那与人有________之永

有的灵。几分钟后，你就会觉得那灵杀死你的脾气、骄傲、自私

存的神。人若不信祂就是这位神，必要死在____中。
（参约八 16

和其他的消极事物。…当这位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时，十字架杀死

注 1，24 注 2）

的功效就渗透我们这人，杀死我们里面一切消极的元素。不仅如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九篇。

此，在这包罗万有的饮料中还有滋养的成分。在这灵里有我们所

读经心得：

需要的一切。（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二四七至二四九页。
）

结语

跟从主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165

166

那

灵

祷告：

乃是另一位保惠师，就是基督受死之前所应许实际的灵。（约十
四 16～17。
）当这灵还是神的灵，祂只有神圣的元素；当祂藉着

主，我们再颂扬你，我们承认你是神所差来说祂话语的，并

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成了耶稣基督的灵，祂就兼有

且你赐那灵，就是全备的灵，包罗万有的灵，赐生命的灵，内住

神圣与属人的元素，带着基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一切

的灵，是没有限量的。阿利路亚！

素质和实际。因此，祂现今乃是包罗万有耶稣基督的灵，作了活

诗歌：补 108

水给我们接受。

读经：

约七 37～53

主耶稣在七章三十九节和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所应许的灵，不

祷读经节：

是那只有神性作内容的灵，乃是有神性、人性、包罗万有的死、

约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

复活和升天各种元素的灵。如今我们不单有神的灵，也有耶稣基

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督的灵。乃是这样一位包罗万有的灵，把生命水的河流赐给我们。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二四六至二四八页）

的江河来。

福音应用：

约 7:38
约 7:39

到主这里来得生命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
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真理亮光：

—约 5:39～40

“查考圣经”可能与“到我〔主〕这里来”分开。…这两件事
应当并行。圣经既是为主作见证，就不该与主分开。我们可能接

约七 38 注 1，注 2；39 注 1。

生命供应：

触圣经，却没有接触主。惟有主能赐人生命。（约 5:39 注 1）

问答：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

1、什么是包罗万有的灵？（参读 约七 39 注 1。
）

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很多基

2、如何经历这灵？（参读 约六 63 注 3。）

督徒不懂这一节“还没有”这话的意义。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

3、查考圣经目的为何？（参读 约五 39～40，39 注 1。）

（创一 1～2，
）但那灵，就是基督的灵，（罗八 9，）耶稣基督的

参读：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四至十九篇；新约总论，

灵，（腓一 19，）在主说这话时还没有，因为祂尚未得着荣耀。

那灵，第七九、八十篇；那灵同我们的灵，第一

耶稣是在复活时得着荣耀的。
（路二四 26。
）祂复活后，神的灵

至十四篇；基督徒的生活，第三至十一篇；神圣

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耶稣基督的灵。基督在祂

奥秘的范围，第三至五篇；为着基督身体建造的

复活的晚上，已将这灵吹到门徒里面。
（约二十 22。）现今这灵

十大紧要的“一”
，第四篇。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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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第一天

约八 28～59

祷告：

第三周

第二天

约九 1～41

祷告：

主啊，求你在这里运行，在我们众人身上，并众人心里运行，

主，我们从深处感谢你，你从没有停止对我们说话；你是一

使我们自由，使我们灵里开启。但愿句句话都是粮食，都能供应

而再，再而三地对我们说救恩的话。你的话就是光，就是启示；

我们。

你的话也是灵，也是生命！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8:32

约 9:3

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
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在约翰三章十四节，主这位人子要在____的形状里被举起来，
替蛇所毒害的人担当神的________。在十二章三十一至三十四

填空：
约翰九章六节这里的泥和罗马九章二十一节的泥一样，象征

节，主这位人子要被举起来，为将古蛇，________，世界的王，

________。这里的唾沫乃是从主“____里所出”的，（太四 4，
）

赶出去。因此在十二章，主这位被举起来的人子，能将蛇所毒害

象征祂的“____，就是____，就是生命。”
（六 63。）用唾沫和泥，

的人从罪，蛇的________里，拯救出来。

表征将人性与主活的话─那灵─________。“抹”可证明这点，

因为魔鬼是罪人的____，所以罪人是魔鬼的儿女。
（约壹三 10。
）

因为主的灵是________的灵。
（路四 18，林后一 21～22，约壹二

魔鬼是那古蛇，（启十二 9，二十 2，
）罪人也是蛇类，________

27。
）主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使他得以________；

之种。
（太二三 33，三 7。）因此，罪人需要主在蛇的形状里，为

这表征藉着主的话，就是祂的灵，与我们的人性调和而________

他们在____________上被举起来，
（三 14，
）不只救他们脱离____，

我们，我们被________弄瞎的眼睛就能看见了。
（参约九 6 注 1）

也救他们脱离罪的________，魔鬼。
（来二 14。
）
（参约八 28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一篇。

44 注 1）

读经心得：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九至二十篇。

读经心得：
结语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169

结语

顺从主赐生命的话
170

第三周

第三天

约十 1～30

祷告：

第三周

第四天

约十 31～十一 16

祷告：

主，求你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一生的路程都在你的灵中,

主，我们颂扬你是得荣耀的一位，我们珍赏并宝贝你的得荣

感谢你一步一步加强我们里面的人，叫我们在这个时代作一个成

耀！阿利路亚，我们的基督乃是得荣耀的基督！主，给我们寻求

功你旨意，建造基督身体的人！

的心，来寻求你这位得荣耀者！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10:10

约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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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
耀，叫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约翰十章十一节的“命”希腊文，朴宿克，意魂，即魂生命。

在约翰三至十章的八件事例中，阻挠并抵挡生命的，主要的就

后文同。主是人，有____________的生命，人的生命；祂也是神，

是________。现今，________在宗教之外，在新的立场上，要叫

有奏厄的生命，____的生命。祂舍了祂的魂，祂的朴宿克生命，

一个死人复活。在这里，生命不再面对宗教及其仪式，却面对许

就 是 人 的 生 命 ， 为 祂的 羊成 功 救 赎 ， 使 他 们 能 有 分 于 祂的

多阻挠生命的________：门徒的意见、
（十一 8～16、
）马大的意

________生命，就是神的生命，________的生命，使他们藉此得

见、
（21～28、）马利亚的意见、
（32～33、）犹太人的意见、
（36～

以合为________，归于祂这一位________之下。祂这位好牧人，

38、
）以及马大又一次的意见。
（39～40。）从________而来的意

就是这样，并为着这目的，以神的________喂养祂的羊。

见属于知识树，但主在这里实际上乃是____________给人享受。

“一群”表征一个召会，基督的一个________，
（弗二 14～16，

在主的救恩里，祂不仅医治________，也赐生命给________。

三 6，）就是主藉着祂的死，把祂永远、神圣的生命分赐到众肢

所以，祂仍然留住原地两天，直等到那病人死了。（6。）主不改

体里面所产生的。
（10～18。
）羊圈是字句、规条的犹太教；羊群

造人，也不规正人，却________人，叫人从死里________。
（参

是生命、属灵的________。（参约十 11 注 1，16 注 2）

约十一 8 注 1，14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二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二至二十三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
171

结语

乃是为着神的荣耀
172

第三周

第五天

约十一 17～57

祷告：

第三周

第六天

约十二 1～24

祷告：

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正认识你，知道你怎样

主，我们不只敬拜你是说话的神，我们更敬拜你就是话；这

从单独的神经过了成肉身、过人生、钉十架、进入了复活，而成

话就是灵。这灵的实际，进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成分！

为终极完成的神！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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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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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的这荣耀在祂末后对门徒所说十四至十

主对马大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约十一 23，
）意思是要叫

六章的话里，有三个具体的团体彰显，就是十四 2 所说父的____

他________活过来；但马大解释主这话，把现今的复活延后到

（召会），十五 1～5 所说____________的枝子（基督身体的组成

________去。这是怎样的解经！有些基要教训的知识真是破坏人，

成分）
，和十六 21 所说一个____________团体人（新人）
。这三

阻挠人享受主________复活的生命！

者都是指________，说明召会乃是荣耀的基督经过死与复活所产

主对马大说，
“我是________，我是生命。”又问她，
“你信这

生的荣耀________。在这荣耀的扩增里，神子基督得着________，

话么？”她回答说，
“主阿，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叫父神在祂的________里也得着荣耀，就是藉着召会，得着丰满

她所答的，并非主所____的。她为老旧、先入为主的知识所

的________。
（弗三 19～21。
）这需要在三一神里的____来维持。

________，不能了解主新的话语。人的老知识、老意见，总是人

所以，主在十七章结束的________，特别为此祈求。
（十七 20～

洞晓主新________的遮蔽。（参约十一 24 注 1，27 注 1）

23。
）基督这荣耀的扩增，乃是约翰福音奥秘启示的________，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篇。

其________________是约翰所写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参约

读经心得：

十二 24 注 2）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五至二十六篇。

读经心得：
结语

主是复活，主是生命
173

结语

神圣生命的繁殖
174

第三周

第七天

生命的繁殖

约十二 25～50

祷告：

［主］是一粒麦子；要叫这粒麦子扩增，别无他途，除非让它

主阿，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在你的话语里，
我们看见亮光，也受到责备，并且得着生命的供应，因为你的话

落在地里死了。这是生命繁增的路。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绝不会产生什么。

就是光，就是灵，也就是生命。

但是赞美主，麦粒死了又长起来，便成了许多子粒，或许多果实。

祷读经节：

这许多子粒或果实就是召会。这是产生召会的路，也是主叫召会

约 12:36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入这光，使你们成为光的儿

扩增的路。这也必须是我们产生召会的路，并叫召会扩增的路。

子…。

我们必须借着死，借着接受十字架来面对人的欢迎。产生并扩增
召会的路，不是借着人的荣耀，乃是借着十字架的死。

喜欢的经节：

在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中，有一位姊妹名叫和受恩，她是从

填空：

英国来的。她曾被人诬告，因而被差会召回英国，后来蒙主表白。

世界是一个邪恶的________，是撒但系统化的________。撒但

以后主给她负担回到中国，但她不接受任何差会的打发，乃是凭

已把地上一切的事物，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以及空中的事

着信心去中国，定居在一个名叫罗星塔的小镇，非常接近倪柝声

物，都系统化成为他黑暗的________，为要霸占人，阻挠人，不
让人________神的定旨，并打岔人对神的________。当主的肉体
被钉十字架，而把世界的王撒但赶出去，这邪恶的体系，黑暗的
国度，也就受了审判。

弟兄的家乡。她特意留在那里，不去别处访问。就一面说，主将
她种在那里，象一粒麦子一样。她留在那里多年，于一九二九年
去世。
不要因为别人外面活动的短暂成功而感到困扰。给主一点时
间，祂会表白祂在生命中的道路。…这样的工作不是活动的事，

主的死一面是落在____里，如二十四节所启示的；另一面是被
举在________上。
（彼前二 24。
）
落在地里是要结出许多________，

乃是生命的事。这就是产生召会，并叫召会扩增之生命的工作。
我们可以用人造的假花作例证。你若雇人来造假花，短期内可

被举在木头上是要________万人来归祂。祂落在地里所结出的许

以生产许多。然而，你若要栽花，那就费时了。你必须先播种，

多子粒，就是祂被举在木头上所吸引的万人。
（参约十二 31 注 1，

种子会生长并繁增。然后有更多种子会落到地里，一再的生长、

32 注 1）

繁增。这种繁增会持久。你盼望有怎样的繁增？是借外面劳苦而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六篇。

得的假花，或是由生命产生的真花？（约翰福音生命读经，三五

读经心得：

二至三五四页。）

结语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入这光
175

176

生命的繁殖
祷告：

督身位的奥秘，但许多人没有看见第三个奥秘－神成为人，为要
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今天在多数的基督徒中间，没有关

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正认识你，你已经成为那
灵，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作特殊的工作，叫我们能成
为神！主啊，求你叫我们看见！

于这点的教导。但我很强的觉得，主要恢复这真理。就真理而论，
这也许是主所要恢复的最后一项。
照着这福音，我们虽然堕落，基督却为我们死。我们若相信祂，

诗歌：附 5

接受祂，我们就要得着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子。今天基督徒

读经：

都承认，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神的儿子，或神的儿女，但他

约十二 12～36

祷读经节：

们不敢承认，在基督里的信徒是神。在这世代的末了，我们教导

约 12:23

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并传扬一个真理，就是神成为人，为要使人成为神，在生命和性

约 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祂一样。听见这真理乃是一大福分。
（历

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代志生命读经，二九，三三，三四至三五页）

真理亮光：

福音应用：

约十二 23 注 1，24 注 1，注 2。

生命供应：

信入这光，成为光的儿子

—约 12:36

〔主耶稣〕到世上来作照耀的光，好叫人不住在黑暗里。（约

在亚伯拉罕二千年以后，拣选的神成为一个人。这位神人藉着

12:46，36。
）…祂来作光，你若接受祂，你就有神，并且要成为

祂的死与复活，产生祂自己的大量复制。祂是那一粒麦子，成了

光的儿子。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六篇）

许多子粒。
（约十二２４。）这许多子粒磨成细面，调成一个饼。

问答：

（林前十１７。）主耶稣这位神的独生子，乃是那独一的子粒，

1、请说明生命的繁殖？（参读 约十二 24 注 1。
）

祂使我们成为许多子粒，与祂“同胎”所生的许多弟兄，（罗八

2、请说明生命繁殖的目的？（参读 约十 11 注 1。）

２９，
）调和成一个饼，一个身体。

3、我们如何成为光的儿子？（参读 约十二 36，约一 12 与注 1。
）

在第二至第五世纪，教父们发现圣经里三个高超的奥秘：
（一）

参读：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九至二十六篇；新约总

三一神，神圣的三一，最高的奥秘；
（二）基督的身位；
（三）人

论，基督，第三十篇；信徒（下），第一五三篇；

成为神，就是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然而，

异象的高峰与基督身体的实际；第一至四篇；撒

第五世纪以后，关于这末了一个奥秘的真理逐渐失去了。今天的

母耳记生命读经，第二五篇；历代志生命读经，

基督教使用奈西亚信经，确认头两个奥秘－神圣三一的奥秘与基

第四篇；彼得后书生命读经，第三篇。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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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第一天

约十三 1～38

祷告：

第四周

第二天

约十四 1～6

祷告：

主，甚至在我们彼此交通的事上，求你也教导我们并引导我

主，我们里面实在渴慕你，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你的自己，

们，把路指示我们，我们在这事上信靠你。主，我们仍然需要更

你的话就是你的发表，你的话就是你的临到我们。我们实在看重

多的带领，更多的引导！

这个！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13:14

约 14:6

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
洗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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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约翰福音前一段，一至十三章，说到主如何是神自己，是神子，

约翰十四章三节里的“我若去…就再来。”这话证明主的去（藉

来 成 为 肉 体 ， 将 神 ________ 人 里 面 ， 作 人 的 生 命 ， 以 产 生

着死与复活）________祂的来（到门徒这里─18，28）
。祂曾在

________。后一段，十四至二一章，说出主如何是________，经

肉体里____，（一 14，）也曾在门徒中间，但祂在肉体里无法

过死与复活，将人带进神里面，使人和神、神和人________在一

________门徒里面。祂必须进一步经过死与复活，使祂得以变化

起，成为相互的________。本章在前一段的结尾，是分界线，也

形像，从肉体变化为____，好进入并____在门徒里面，如十四章

是转捩点。

十七至二十节所启示的。祂复活之后的确来了，将祂自己，就是

十三章四节里的外衣，象征主彰显出来的________和属性。因
此，祂脱了外衣，表征脱去祂彰显出来的________。
五节里的水象征________、
（多三 5、
）____（弗五 26，约十五

________，吹进门徒里面。（二十 19～22。）
主接门徒到祂那里，乃是把他们摆在____________里面，如二
十节所说，
“你们在____里面。
”
（参约十四 3 注 1，注 4）

3）和________。（十九 34。）（参约十三 1 注 1，4 注 1，5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九至三十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七至二十八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我们也当彼此洗脚
179

结语

主就是道路实际生命
180

第四周

第三天

约十四 7～31

第四周

祷告：

第四天

约十五 1～十六 4

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回到你面前等候你，直到你给我

主，求你祝福并使用你的说话，我们知道你的目的是要建造

们看见，关于你宇宙的合并这幅宇宙的景象。主，我们缺少言语

你儿子的身体，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主，我们不能作什么。我

来发表！

们信靠你。阿们！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14:20

约 15:5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
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
不能作什么。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喜欢的经节：

约翰十四章十七节的“祂，”是指实际的____，到十八节成了

填空：

“____，”就是____自己。这是说，在________里的基督，经过

当我们住在主里面，并让祂的____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

死而复活，成了生命的灵，就是那________的基督。林前十五章

________与主是一，祂也作工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无论

四十五节论到________的事，说“末后的亚当（在肉身里的基督）

________什么，就不仅是我们在祷告，也是祂在我们的________

成了赐生命的____，
”证实这点。

里祷告。这样的祷 告与结________有关，（ 8，）必定会得着

这里首次启示那灵________的应许。这应许是在________里得
着成就，并得着完全的发展。

________。
我们出去在主里产生了信徒，要接着________他们。最上的办

约十四章二十三节是二节所题许多________之一。这要成为三

法，就是在他们____里设立聚会，作他们的遮护，使他们得到____

一神____在信徒里面，信徒住在三一神里面，____________住处。

与____的照顾，成为常存的果子，活在真葡萄树的________，就

（参约十四 17 注 2，注 3，23 注 1）

是基督的________中，作基督的________。
（参约十五 7 注 2，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一至三十二篇。

16 注 3）

读经心得：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三至三十五篇。

读经心得：
结语

神与人的合并
181

结语

三一神的生机体
182

第四周

第五天

约十六 5～33

祷告：

第四周

第六天

约十七 1～13

祷告：

主，感谢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的同在的确证明你就是那灵。

主，我们赞美你，父爱了你，并将祂一切的荣耀赐给你，你

你是那灵，所以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上，你

也爱我们。你赐给我们父的名、父的生命、并父的荣耀，和圣别

的同在对于我们就是一切！

的圣言。主，我们敬拜你！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16:13

约 17:11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因为祂不是从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
来，并要把要来的事宣示与你们。

喜欢的经节：

…圣父阿，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里，
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一，象我们一样。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子的信徒仍在世上，他们需要蒙保守，使他们成为____，像神

本福音启示，宗教是生命的________。在福音书里，犹太教抵
挡并________主耶稣。在行传里，犹太教继续抵挡并逼迫使徒和

圣的________一样，就是在神圣的三一里成为一。子求________
成就这事。

________。
（徒四 1～3，徒五 17～18，40，徒六 11～14，徒七

在父的名里蒙保守，就是凭父的________蒙保守，因为只有从

57～59，二六 9～12。）在后来的历史中，天主教逼迫跟从主的

父所生，有父生命的人，才能有分于父的____。父所赐给子的人，

人。无论那一种组织的宗教，都逼迫在________里寻求主的人。

（2，
）子已将____的生命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在父的名里蒙保

一切的宗教都认为，这样的逼迫就是________神。

守，藉此同享这名，并且在这名里成为一。因此，这个一的第一

在约翰十六章十六至二十四节的比喻里，主指明门徒当时就像

面，也就是信徒被________的第一面，乃是在父的____里，凭着

妇人在受________之苦，而祂是那要在复活里出生的________。

父神圣的________而有的一。在这个一的这面，信徒由父的生命

（参约十六 2 注 2，21 注 2）

而生，享受父的名，就是父自己，作他们这个一的要素。（参约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六至三十七篇。

十七 11 注 1，注 2）

读经心得：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篇。

读经心得：
结语

只等实际的灵来了
183

结语

神圣奥秘的范围
184

第四周

第七天

约十七 14～24

祷告：

三一神的生机体
在［约翰］十五章一至十一节，我们看见葡萄树和枝子是一个

主阿，求你再赐给我们活的话，新鲜的话，生命的话，亮光
的话，高超的话。把我们带到天的境界里，使我们与你同行，与

生机体，彰显神圣生命的丰富以荣耀父。
组织和生机体有什么区别？例如，一张桌子是一个组织，因为

你同活。

是由许多木块组合形成的一个实体。为甚么桌子是组织，不是生

祷读经节：

机体？因为桌子这一个单位没有生机。桌子没有生机，因为其中

约 17:17

没有生命。表面看来，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组织；然而，它比组

求你用真理圣别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

织多得多，因为我们有生机，也有生命。既然我们的身体有生机

喜欢的经节：

和生命，它就是一个生机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组织。照样，召会，

填空：

基督的身体，乃是一个生机体。

圣别，（弗五 26，帖前五 23，）就是从世界和世界的霸占里

在约翰十五章，这生机体被比喻为葡萄树。葡萄树被用来当作

________出来，归给神和神的________；这不仅是地位上的圣别，

这美妙生机体的图像。在这葡萄树里，有树的本身，并它所有的

（太二三 17，19，
）也是________上的圣别。
（罗六 19，22。
）神

枝子。主耶稣说，这葡萄树就是祂自己。（1。
）祂是这树，我们

活的话在信徒里面作工，把他们从一切属世的事物中分别出来。
这就是在神的____里得以圣别，这话就是真理，实际。
父的话带着父的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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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不像撒但的话是虚
空，谎言。（约八 44。
）

是这树的枝子。借这清楚的图画我们能看见，我们是从这树分出
来的枝子，因为枝子就是葡萄树的分枝。你若将枝子剪去，就只
剩下一棵没有枝子、光秃秃的树，这树也没有分枝了。但今天这
宇宙的葡萄树有许多的枝子，这些枝子都是祂的分枝。当主耶稣
在地上时，祂仅是住在某个地方的一个小人物。但是看看祂今天
的分枝：在华盛顿区、纽约、洛杉矶、伦敦、法兰克福、东京、

约翰十七章二十一节的“一”是信徒中间一的第二面，就是在

马尼拉、台北、香港、并世界各地，都有祂分枝的部分。赞美主，

____________里面，藉着圣别而有的一。在这个一的这面，信徒

在全地我们都看见这葡萄树的分枝！这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个

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归给神，________三一神作他们这个一的要

有生命，连同许多器官、生机体系、和生机元素在其中生长的生

素。（参约十七 17 注 2，注 3，21 注 1）

机体。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四四二至四四三页。
）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三十九至四十一篇。

读经心得：
结语

求神用真理圣别我们
185

186

三一神的生机体
祷告：

的枝子就是葡萄树的身体。你若将葡萄树的枝子折去，葡萄树就
没有身体了。没有枝子，葡萄树除了根和干之外，便甚么都没有

主，使我们照着你在你经纶里的愿望，领会并解释神圣的启
示。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现在，也是我们一生之久的

了。因此，枝子乃是葡萄树的身体。
我们若仰望主，就会看见这是多么奇妙又奥秘的事。父神的一

需要！

切所是和所有都集中并具体化在子神里，而这一切都实化在灵神

诗歌：418

里。现在这一切都已作到我们里面，并要藉着我们得彰显并证实。

读经：

约十五 1～27

约翰十五章有四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父神是源头和创立者，子神

祷读经节：

是中心和彰显，灵神是实际和实化，而枝子是身体，团体的彰显。

约 15:5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四四零至四四一页）

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

福音应用：

不能作什么。
约 15:7

实际的灵来了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
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真理亮光：

祂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

—约 16:13

灵的工作，第一是使世人知罪自责，第二是作实际的灵，引导
信徒进入一切的实际。…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体化于子，凡

约十五 1 注 1，注 2；7 注 2；8 注 1；16 注 2。

生命供应：

子的所是和所有，都借着那灵向信徒宣示为实际。…第三，那灵
要宣示要来的事。（约 16:13 注 1）

这章不仅将父启示出来，也启示子是葡萄树。子是葡萄树，乃

问答：

是中心。整个宇宙被描绘为葡萄园，其中心就是子这葡萄树。子

1、什么是三一神的生机体？（参读 约十五 1 注 1，注 2。
）

神是中心，一切都集中在祂里面。作为葡萄树，祂是葡萄园的中

2、我们当如何住在主里面？（参读 约十五 7 注 2。）

心。我们已经看见父神是源头、创立者，现在我们看见子神是中

3、请说明实际的灵的工作。（参读 约十六 13 注 1。）

心。父神的一切所是和所有都为着这中心，都具体表现在这中心，

参读：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二十七至四十一篇；经过

并且藉着这中心彰显出来。父神藉这葡萄树得着彰显、表明并荣

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赐与超越基督之输供的结

耀。所以父神是源头，子神是中心。

果，第一至七篇；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第十至十

此外，在这启示里不仅有三一神，还有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
体就是召会。在这启示里，召会被比喻为葡萄树的枝子。葡萄树
187

一篇；神人，第二篇；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
荣耀的结果，第一至六篇。
188

第五周

第一天

约十七 25～十八 27

祷告：

第五周

第二天

约十八 28～十九 22

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父向着你，你向着我们，如今我们也向着

主，我们再一次被召聚在你的名里，就是你那可爱、丰富、

你，有这样神圣的爱，相互的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三一神

并保障我们的名里。在这里，我们要静听你的话语。求你对我们

里彼此相爱！

说活的话，生命的话！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17:26

约 18:37

我已叫他们认识了你的名，并且还要叫他们认识，
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
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
听我的声音。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父赐给子的荣耀，乃是儿子的________，具有父的生命和神圣

填空：

的性情，好在父的丰满里________父。子已将这________赐给信

犹太人处决罪犯，是用________打死。（利二四 16。
）但主耶

徒，使他们也得着儿子的名分，具有父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好

稣豫言，按着旧约的豫表，（民二一 8～9，
）祂要被举起来。因

在子里、在子的________里彰显父。

着神的________，就在主受死前不久，罗马帝国制定法律：被判

约翰十七章二十二节的“一”是信徒中间一的第三面，就是为
着神团体的彰显，在神圣________里的一。在这个一的这面，信

死刑的罪犯要________________。主就是这样被处死的。这证明
主的死不是____________，乃是神所____________。

徒已完全________己，享受父的荣耀作他们那个被成全之一的要

希伯来文代表希伯来________，罗马文（拉丁文）代表罗马

素，得____________而团体的彰显神。这神圣使命的一，成就了

________，希利尼文（希腊文）代表希利尼________。这三样加

子的祷告，使祂在信徒的建造里，完全得着________，得着荣耀；

起来，代表全人类的全世界。这表征主耶稣作神的羔羊，是____

使父也在子的________里完全得着彰显，得着________。
（参约

全人类所杀，也是____全人类被杀。
（参约十八 32 注 1，十九 20

十七 22 注 1，注 2）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至四十二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二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
189

结语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主的声音
190

第五周

第三天

约十九 23～37

祷告：

第五周

第四天

约十九 38～二十 13

祷告：

主啊，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全人，使我们里外都洁净。主，

主，我们何等赞美你。我们非常快乐，满了欢喜。我们是在

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耳朵，我们里面的心眼、里面的灵，都需要

诸天界里，在复活里，在是灵的基督里，也就是在灵化的基督里！

你宝血的洁净！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20:1

约 19:34

惟有一个兵用枪扎祂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
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喜欢的经节：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填空：

从主被扎的肋旁，流出两样东西：血和水。血是为着________，

七日的第一日，或安息日的次日，象征____起头，新时代。利

为着____召会（徒二十 28）而对付____；
（一 29，来九 22；）水

末记二十三章十至十一、十五节说，要将____________庄稼一捆，

是为着分赐________，为着________召会（弗五 29～30）而对

在安息日的________，当作________献给耶和华。这捆初熟的庄

付____。（十二 24，三 14～15。
）主的死在消极一面，除去我们

稼，豫表基督在复活里是____________果子。基督正是在安息日

的罪；在积极一面，将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因此，主的死有救

的次日________的。祂藉着包罗万有的死，结束了________；旧

赎和分赐生命这两面，________的一面是为着________生命的一

造是用六日完成，而后有____________的。祂在复活里，以神圣

面。其他三卷福音的记载只是为着主死________的一面，但约翰

的生命产生了________。因此，这是新周，新世代的________。

的记载不仅是为着救赎的一面，更是为着________生命的一

祂复活的这日，是神所定的，诗篇二章七节豫言为“________，
”

面。…在约翰十九章三十四、三十六节，约翰说到流出的____，

主自己豫言为第三日，后来早期的基督徒称为“________。
”当

和没有折断的骨头，这些是主________生命之死（见 26 注 1）

这日，基督在复活里生为神的________，并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

的表号。（参约十九 34 注 1）

者，作了召会身体的____。（参约二十 1 注 1）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二至四十三篇。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三至四十五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结语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191

结语

主的复活已经成就了
192

第五周

第五天

约二十 14～22

第五周

祷告：

第六天

约二十 23～二一 14

祷告：

主啊，随着你的话，求你将你的灵无限量的赐给我们，并丰

主，我们敬拜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特别敬拜你是神人。你是

厚的浇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满了你的话，也满了你的灵，就是

真正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主，你甚至是终极完成的神，也是那

满了你的启示和亮光！

被提高的人，我们仰望你！

祷读经节：

祷读经节：

约 20:22

约 20:31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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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经节：
填空：

喜欢的经节：

主是“话，”这话就是永远的____。
（约一 1。）为着完成神永

填空：

远的定旨，祂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成为________，成

基督是照着主的职分和________而有的称呼。神的儿子是照着

了在肉体里的人，
（一 14，
）作神的________，为人成功救赎，
（一

祂的________而有的称呼。祂的身位与神的________有关，祂的

29，）将神向人________出来，
（一 18，）并将父显给祂的信徒看；

使命与神的________有关。祂是神的儿子，作了神的基督。祂凭

（十四 9～11；）第二个步骤是死而________，
化身成为________，

着神的生命为神作工，使人因相信祂能得着神的________，成为

使祂能将自己________到信徒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一切，并使

神的众子，也能凭着神的生命作工，建造____________基督，
（林

祂能产生神的众子，就是祂的许多________，为要建造祂的身体，

前十二 12，
）因而成就神________建造的定旨。

就是________，神的居所，以彰显三一神，直到永远。因此，祂

到约翰二十章末了，主已经成为那灵，成了那是灵的________，

原初是____________话，以后藉着成为肉体，成了在肉体里的人，

回来与门徒同在，作他们的一切。所以，本福音到这里可说是结

成功神的________，又藉着死与复活，成了________，要成为一

束了。但门徒如何谋生？他们该如何完成主的________？他们在

切，并作成一切，以完成神的________。（参约二十 22 注 3）

祂复活后该如何________祂？他们的________如何？为应付这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五至四十七篇。

些问题，还需要加上二十一章。
（参约二十 31 注 1，二一 1 注 1）

读经心得：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七至四十八篇。

读经心得：
结语

你们受圣灵
193

结语

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
194

第五周

第七天

复

约二一 15～25

祷告：

活

基督带着复活的身体升到诸天之上，如今在约翰二十章，祂也

主，虽然我们爱得不够，我们也不会爱，但我们看见这生机

带着复活的身体回到门徒那里。
（路二四 37～40，林前十五 44。）

的联结，又真又确的从这里释放出你的话语的丰富，叫我们众人

主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到门徒所在的屋子里。当时门都关了。
（约

都得着供应，得着缠裹和医治，并得着你膏油的涂抹，得享你的

二十 19。）门既是关的，祂有骨有肉的身体怎能进去？我们有限

甘甜！

的头脑无法领会，但这的确是事实，我们必须照着神圣的启示接

祷读经节：

受。

约 21:15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

想想康乃馨种子的例证。康乃馨的种子很小很圆，但种下并从

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彼得对祂说，主阿，

地里长出来，就有茎有花，这不也是形体么?康乃馨种子种在地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
羊。

里以前，有一小小的形体，从地里长出来后，就有不同的形体。
这正是保罗在林前十五章四十四节所说的：
“所种的是属魂的身
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种下的身体是一个样子，从地里长

喜欢的经节：

出来的身体是另一个样子。种下去的是原初天然的身体，长出来

填空：

的是复活的身体。基督在复活之后，有复活的身体，但这身体仍

约翰福音的记载…给我们看见：那为神所膏，受神使命，来完
成神永远旨意的________，祂的完成，乃是由____________来成
为肉体，与人联结，先藉着祂在肉体中的死，为人完成了救赎，
再藉复活化身成____，进入信徒里面，与他们________，使他们
也与三一神联结，如此祂就成为作神化身的________，能除去人

是物质的，仍旧可以摸着。即使门是关着的，基督带着这身体还
是进了屋子。
［在约翰二十章］主把祂的手和肋旁指给门徒看之后，他们“看
见主，就喜乐了”
。
（20。）这成就了主在十六章十九和二十二节
的应许。在那里主说，“你们现在也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

的罪，而进入人里面作人的________，使他们成为神的________，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

作祂的肢体，________祂的身体，作三一神完满的彰显…，成为

（22。
）现今门徒喜乐，因为看见了那新生的“孩子”
，
（21，
）就

那将 要 完成 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作 三 一神 和 祂的 赎民

是复活的主，在复活里生为神的儿子。
（徒十三 33。）我们现在

________________，直到永永远远！（参约二一 25 注 1）

要看见，主成就了这应许，回到门徒那里，带给他们五种福分：

参读：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九至五十一篇。

祂的同在、祂的平安、祂的使命、圣灵、以及用以代表祂的权柄。

读经心得：

（约二十 23。）（约翰福音生命读经，六二○至六二二页。
）

结语

主阿，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195

196

复

活

祷告：

历。你可能相信事实，却没有经历。彼得和约翰领悟并相信事实，
但是缺乏对主复活的经历。马利亚既有事实，又有经历。譬如，

主，求你叫我们真正知道你怎样从单独的神经过了成肉身、

你也许知道主钉十字架的事实，却没有经历十字架。同样的原则，

过人生、钉十架、进入了复活，而成为终极完成的神，有人生的

你也许有主复活的事实，却没有经历复活的主。我们需要事实，

经历，也有死和复活的功能！

也需要经历。马利亚首先看见事实的启示，但光有事实她不满意。

诗歌：109

她进一步得着了对复活之主的经历。

读经：

约二十 1～31

换句话说，启示在于我们的寻求，经历在于我们进一步的寻求。

祷读经节：

我们必须先寻求主，才能发现祂的复活；必须更多寻求主，才能

约 20: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马利

经历祂的复活。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六零三，六零八至六零九，

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六一一至六一二页）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

福音应用：

约 20:21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 20:22

叫你们信了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真理亮光：

就可以在祂的名里得生命

—约 20:31

〔耶稣〕是神的儿子，作了神的基督。祂凭着神的生命为神作

约二十 1 注 2，5 注 1，17 注 1，19 注 2。

生命供应：

工，使人因相信祂能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众子，也能凭着神
的生命作工，建造团体的基督，因而成就神永远建造的定旨。
（约

主耶稣复活时，将旧造留在坟墓中。
（约二十 1～10。）彼得进

20:31 注 1）

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着，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

问答：

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
（约二十 6～7。）耶稣的

1、为何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复活？（参读 约二十 1 注 1。
）

身体在埋葬前，是用细麻布里好的。（约十九 40。
）这意思是祂

2、主复活后，为何向门徒吹入一口气？（参读 约二十 22 注 1。）

带着一些旧造的东西进入坟墓；指明旧造藉着祂的埋葬，被带进

3、我们如何可以在祂的名里得生命？（参读 约二十 31 注 1。
）

坟墓里。凡从主复活的身体上去掉而撇在坟墓里的，都是象征祂

参读： 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第四十至五十一篇；神圣的

进入坟墓时所穿的旧造。祂带着旧造钉十字架，也带着旧造埋葬。

经纶，第八至十章；基督徒生活，第七篇；神在

但祂从旧造里复活，将旧造撇在坟墓里，成了新造的初熟果子。

人里的行动，第六、七篇；雅歌结晶读经，第六、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幅图画，揭示与主有关的两面－事实和经
197

七篇；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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