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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我们亲爱的石老弟兄于 11/4 晚 11 点 22 分被主接去， 

享年 78 岁。他的安息追思聚会于 11/7 上午 8-10 点，

在 Parkside Brenna-Cellini Funeral Homes 举行。

有石弟兄的家人，朋友和弟兄姊妹共一百多位参加。

那实在是个感动人和荣耀主的聚会！石弟兄于 2011

感恩节信主受浸，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他爱主，

爱召会，成了圣徒的好榜样。求主继续祝福李师母

和石弟兄的家人，看顾保守他们同走这生命之路，

直到路终。 

2. 感恩节爱筵相调聚会将于 11/25 （周三）在会所举

行，时间 5：30-9：30pm。召会会有个简短的总结

汇报，然后每一区分别做区的总结和展望汇报，再

是同区里 2 个排合并唱诗歌。请弟兄姊妹为此祷告，

准备，并广邀朋友参加。细节会再报告。 

3. 初信成全训练因故推迟到下主日（11/15）开始，望

初信的弟兄姊妹尽快找万伦弟兄和荣亮弟兄报名。

感谢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约翰福音 

2. 小排的追求进度：约翰福音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等

事宜代祷。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召会生活。 

 

 

第 1周 约翰福音的介言 

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1:2  这话太初与神同在。 

1:3  万物是借着祂成的；凡已成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

成的。 

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1: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 

1:6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1:7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借着

他可以信。 

1:8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那光作见证。 

1:9 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要照亮每一个人。 

1:10 祂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祂成的，世界却不认识祂。 

1:11 祂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祂。 

1:12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赐他们权柄，

成为神的儿女。 

1: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

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

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

荣耀。 

1:15 约翰为祂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

后来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祂原是比我先的。 

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

基督来的。 

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

明出来。 

 1:27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祂解鞋带也不配。 

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

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1:30 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成了在我以前

的，因祂原是比我先的。 

1:31 我先前不认识祂，但为了叫祂显明给以色列人，所以

我来在水里施浸。 

1:32 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停留在祂身上。 

1:33 我先前不认识祂，只是那差我来在水里施浸的，对我

说，你看见那灵降下来，停留在谁身上，谁就是在圣灵里施

浸的。 

1:34 我看见了，就见证这是神的儿子。 

1:51 又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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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约翰的职事－生命的修补职事 

约翰的职事是修补的职事。彼得蒙主呼召时，他正在打鱼；

但是约翰蒙召时，他正在补网。（太四 21。）彼得打了许

多鱼，带进了许许多多的人。然而约翰却修补了属灵的网，

因为他的修补职事是一个生命的修补职事。只有生命能修补 

、遮盖属灵网上的所有漏洞。今日何等需要这个！基督徒的

网上有这么多的漏洞，甚么能修补它们？除了生命，没有别

的。这就是我们一再对生命这件事有负担的原因。有些人嘲

笑我们说，“你们除了生命这辞，就不知道别的么？”不错 

，就一面的意义说，我们只知道生命，别的一概不知。我们

不知道别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别的。生命是我们惟一所需。 

 

 



 

 

弟兄姊妹，你们需要生命。别的东西可能会扩大破洞，生命

却要缝合每一个缺口。我们需要约翰的职事。约翰的职事是

生命的修补职事，是圣经中最后的职事，圣经也结束于这个

职事。 

 

二 约翰的著作－神圣启示的结语 

约翰所有的著作都是圣经中神圣启示的结语。结语总是决定

性的话。人可能说了许多话，但决定是根据结语。约翰的福

音书是四福音的最后一卷，他的书信是书信中的最后几卷，

他的启示录是新约和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因此，他的著作

是神圣启示的结语。   

 

我们已经看见，圣经是一本生命和建造的书，约翰福音也看

重生命和建造。 

 

1 生命：约翰福音启示，生命在基督－神的话－里面；（约

一 4；）祂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约十 10 下，）祂自

己就是生命。（约十一 25，十四 6。）此外，这卷福音书给

我们看见，基督是生命的粮；（约六 35;）祂有生命的水；

（约四 14；）祂赐生命给人；（约五 21；）祂甚至活在人

里面作生命。（约十四 19。） 

 

2 建造：约翰福音揭开了建造。我们在一章十四节看到，在

肉体里的基督是帐幕，是神在地上人间的居所。 “话成了

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而且，在基督受死以前和复

活以后，祂的身体是殿。（约二 19～22。）受死以前，祂

在肉体里的身体是殿；复活以后，祂复活的身体仍然是神的

殿。这就是建造。此外，这卷福音书启示信徒要被建造成为

三一神的住处，（约十四 2，23，）这在约翰十四章充分且

完全的揭示出来。根据这一章，所有的信徒要被建造在一起，

作神那有许多住处的永远居所。因此，就如约翰十七章主最

后的祷告指明，祂所有的信徒必须被建造成为一。（约十七

11，21～23。） 

 

三 约翰福音里的第一个结晶乃是神的话 

“太初有话”－这是约翰福音一开头所宣告的。（一 1。）

在约翰福音里的第一个结晶，神的话，是指神的独生子基督，

（18，）作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约翰揭示基督是那伟大

的“我是”，是自有永有的。（出三 14～15，约八 24，28，

58。）在基督之外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惟有祂是实际，

就是那“我是”，那是一切者。基督是永远的，无始无终的

一位。（来七 3。）约翰一章是整卷约翰福音的引言，主要

强调的乃是基督是神的话－那奥秘且看不见之神的解释、说

明和彰显；其中说到基督在宇宙历史中五件最大的事上。 

 

一 在创造的事上
 

约翰一章启示基督在时间起首时创造万物（3）的事上，是

神的话，就是神的解释、说明和彰显。 

 

二 在成为肉体的事上 

基督也见于成为肉体的事上；祂是看不见的神，成了一个看

得见的人，（14，）有分于人的血肉之体，（来二 14，） 

 

为着救赎失落的宇宙，以带进新约的时代。成了肉体的神有

血。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说，神用自己的血买了召会。神有

分于人的血肉之体，为要救赎失落的宇宙。整个宇宙，包括

诸天，都受到神所造却背叛神的一个天使长撒但所污染。这

第一个背叛者使整个宇宙失落了，所以在地上和诸天里的万

有，都需要神的救赎。（西一 20。）没有基督的救赎，万

有不可能存留这么多年。太阳系仍然在运行，乃是由于基督

的救赎。 

 

基督藉着成为一个人，救赎了宇宙。新约时代开始于基督的

成为肉体。今天全世界通用的年历，是从基督成为肉体时开

始计算年日，这是很有意义的。创造带进宇宙，但这宇宙失

落了。于是神就来成为一个具有人性、名叫耶稣的人，来赎

回失落的宇宙，将其带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就是从基督出生

那一天开始的新约时代。 

 

三 在成为羔羊的事上 

基督也启示在成为羔羊，为着新约在法理上除去世人（人类）

之罪（约一 29，36）的事上。这是宇宙历史中第三件大事。

当祂在十字架上受死时，神看祂为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

祂成为人，目的是要救赎失落的宇宙，但祂还需要更进一步

的上十字架去受死，作羔羊在十字架上背负人类的罪。 

 

四 在成为那灵的事上 

约翰一章说到基督是话；接着又启示，这话藉着神的创造而

为神说话。然后，基督更进一步藉着成为肉体为神说话，并

在祂是羔羊的事上为神说话。基督作为话，也藉着宇宙历史

中的第四件大事说话，这第四件大事乃是祂成为那灵。约翰

一章三十二节说，“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那灵，仿佛

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祂身上。”这是那灵仿佛鸽子降在羔

羊身上。基督先是羔羊，然后成了鸽子，就是那灵。在约翰

一章，基督启示于祂成为那灵，为着新约在生机上使蒙神救

赎的人变化成为石头，（32～42，）以建造神的家（伯特利

－51）这事上。 

 

我们不仅需要蒙救赎，也需要被变化。如果我们只是蒙救赎，

我们就仍旧是人。为了成为像神一样，我们需要变化。变化

的头一步是重生、再造我们。虽然我们是照着神的形像，按

着神的样式造的，但在我们重生以前，我们里面还是没有任

何属于神的真实东西。我们需要重生，好开始变化为石头，

作神属灵的建造，就是祂的家。神的家，伯特利，先是召会，

然后是基督的身体，最终是新耶路撒冷。 

 

五 在成为属天梯子的事上 

最后，乃是说到基督在成为属天的梯子，在伯特利，就是神

的家那里，从祂回来直到永世，把天带到地上，且把地联于

天（约一 51，创二八 11～22）的事上。我们可以用五个辞，

来记住这五件历史的大事：创造、成肉体、羔羊、那灵和梯

子。约翰一章开始于基督是话，结束于祂是梯子。基督是话，

藉着创造、成为肉体、成为羔羊、成为那灵并成为梯子而说

话。要立起梯子，就需要有基础；基督作属天的梯子，其基

础乃是神的家—伯特利。伯特利的实际就是召会，然后是基

督的身体，和新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