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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約翰福音中的主觀眞理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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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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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約翰福音啓示關於召會的主觀眞理： 

週一 8/9                                                          *禱讀 

路加福音 15:22-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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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 

約翰福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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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3:8 

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

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邦

人， 

哥林多前書 1:30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

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提摩太後書 3:15-17 

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藉

著相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16 聖經都是神的呼出，對於教訓、督責、改正、

在義上的教導，都是有益的， 

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備，為著各樣的善工，裝備

齊全。 

晨興聖言 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

邪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四週,週一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二

篇 神在時間裡的歷史; （一）創造宇

宙並審判撒但和宇宙; 綱目 

週二 8/10 

詩篇 45:13-14 

13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

金線交織成的。 

14 她要穿刺繡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隨從她的陪

伴童女，也要被帶到你面前。 

啟示錄 19:7-8 

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娶

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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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 23:6 

6 在祂的日子，猶大必得救，以色列必安然居住；

人要稱呼祂的名為，耶和華我們的義。 

哥林多後書 5:21 

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

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羅馬書 5:10, 17-18 

10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子的死得

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裡得救

了。 

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

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藉著耶

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18 如此說來，藉著一次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

照樣，藉著一次的義行，眾人也都被稱義得生命

了。 

晨興聖言 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邪

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四週,週二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二篇 

神在時間裡的歷史; （一）創造宇宙

並審判撒但和宇宙- 第 1-3 段; 神的歷

史藉著人的故事得以啟示出來 - 第 1-

3 段 

週三 8/11  

約翰福音 4:14; 6:48, 57; 10:10; 11:25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

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6: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10:10 賊來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

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

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耶利米書 2:13 

13 因為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

活水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池子。 

啟示錄 22:1 

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

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晨興聖言 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邪

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四週,週三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二篇

神的歷史藉著人的故事得以啟示出來 

- 第 4-9 段 

週四 8/12 

約翰福音 1:1 

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翰福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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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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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4:6 

6 而且因你們是兒子，神就差出祂兒子的靈，進入

我們的心，呼叫：阿爸，父！ 

哥林多前書 2:12 

12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那出於

神的靈，使我們能知道神白白恩賜我們的事； 

彼得前書 2:4-5 

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

的活石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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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

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

物。 

彼得前書 2:21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晨興聖言 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邪

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四週,週四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二篇

神在已過的永遠裡; 神在時間裡 

週五 8/13 

約翰福音 15:1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約翰福音 15:5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

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 

約翰壹書 5:11-12 

11 這見證就是神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這生命也

是在祂兒子裡面。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 

歌羅西書 3:4 

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

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歌羅西書 3:10-11 

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

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

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約翰福音 12:24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

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哥林多前書 10:17 

17 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體，

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 

晨興聖言 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邪

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四週,週五 

團體閱讀 《神在祂與人聯結中的歷史》第二篇

創造宇宙; 神創造諸天和地; 神創造諸

天同諸天上一切的活物; 神創造地同

地上的萬有; 奠立地基; 有正確的尺度

同堅固的根基與作記號的角石 

週六 8/14 

約翰福音 3:28-30 

28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不過是奉差遣在祂前面

來的，你們自己可以給我作見證。 

29 娶新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著聽祂，

因著新郎的聲音就歡喜快樂；所以我這喜樂滿足

了。 

30 祂必擴增，我必衰減。 

約翰福音 14:2 

2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已

告訴你們了；我去是為你們豫備地方。 

約翰福音 14:23 

23 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話，我

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同他安排住

處。 

加拉太書 5:13 

13 弟兄們，你們蒙召原是為得自由；只是不可將

自由當作放縱肉體的機會，倒要憑著愛互相服事。 

哥林多前書 14:26 

26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每逢你們聚在一起的時

候，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或有啟示，或有方

言，或有繙出來的話，凡事都當為建造。 

約翰壹書 1:2 

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

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

命傳與你們；） 

約翰壹書 4:14 

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現在

又作見證的。 

 

 

帖撒羅尼迦前書 3:12 

12 又願主使你們彼此的愛並對眾人的愛，都能增

多洋溢，正如我們對你們一樣； 

約翰壹書 4:7 

7 親愛的，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出於神

的；凡愛弟兄的，都是從神生的，並且認識神。 

晨興聖言 認識眞理，對眞理絕對，並在現今邪

惡的世代宣揚眞理 第四週,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398 首 

主日 8/15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15:1-11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2 凡在我裡面不結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結果

子的，祂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 

3 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話，已經乾淨了。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

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住

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

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

就不能作甚麼。 

6 人若不住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了，

人收集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7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凡

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

我的門徒了。 

9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住在我的愛

裡。 

10 你們若遵守我的誡命，就住在我的愛裡，正如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祂的愛裡。 

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可

以在你們裡面，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參讀：聖經中的主觀真理第 2,3 篇; 約翰福音結晶

讀經第 1,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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