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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恢復約翰福音中的主觀眞理 
(The Recovery of the Subjective Truths in the Gospel of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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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2063 

聖經中的主觀真理 

■ 簡介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五至十九
日，在臺北舉行的國際特會中所釋放的信息集成。 
■ 目錄 
★第一篇 聖經中真理的兩面 
★第二篇 約翰福音中的主觀真理 
★第三篇 約翰福音中關於教會的主觀真理 
    第四篇 神經過過程成為賜生命的靈 
    第五篇 憑基督活著而活出基督 
    第六篇 聖別變化和模成 
    第七篇 長大與建造 
    第八篇 大哉敬虔的奧祕神在肉身顯現 



客觀的一面 (The objective aspect) 主觀的一面 (The subjective aspect) 

祂是神。祂是在天上的神，高高在上，
有榮耀、有威嚴。在我們的身外。 

神是我們的父。祂把祂的生命、祂的
性情都賜給了我們。 

祂是我們的創造主。天地萬物都是祂
創造的，人也是祂創造的；祂是我們
的創造主，我們是祂的受造者。 

祂是賜生命的靈。祂是靈，如同空氣
一樣，進到我們裡頭來。 

祂是主宰。孙宙中確實的一位主宰。 

祂是我們的生命。祂進到我們裡面來 

，主觀的活在我們裡頭，調在我們裡
頭，作我們的生命。 

祂作了我們的救贖主。我們有了罪，
墮落了，祂來救贖我們。[法理] 

祂是亮光、生命的光。『這生命尌是
人的光』(約一4)。是裡面主觀的光。 

祂是我們的好牧人，我們是祂的群羊。
牧人乃是在群羊之外。 

祂是我們的呼吸，我們的氣息。 

                                                 [生命氣息] 

祂是我們的主人，我們是祂所有的，
是事奉祂的；我們和祂的關係，如同
僕人和主人一樣。 

祂是我們的活水、食物，給我們喫到
裡頭來。這些都是主觀的。 

                             [生命活水與生命的糧] 

聖經中關於『神』之啟示的主、客觀兩面 

整理自聖經中的主觀真理 第一篇聖經中真理的兩面「關於神」之段落 2 



主渴望(desires to)恢復聖經(本文)中的主觀眞理(the subjective truths in 

   the Holy Scriptures)： 
聖經(本文)中的眞理(The truths)都(總)是(always)兩面的(two aspects) 

 —客觀的(objective)一面和主觀的(subjective)一面—羅八34，10，西三1，一27： 
羅8:34 誰能定我們的罪？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已經復活了，現今在神的右邊，還爲 

            我們代求。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西3: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尌當尋求在上面的事，那裏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西1: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尌是基督在你們裏面 

            成了榮耀的盼望； 

--------------------------------------------------------------------------------------------------------------------- 

羅5:10 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through)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 [客觀、法理上]， 

             旣已和好，尌更要在祂的生命裏得救了 [主觀、生機上]。 

路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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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位上的聖別] 

路15:23 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讓我們喫喝快樂。[主觀、性情上的聖別] 

詩45:13 王女在君尊的住處，極其榮華；她的衣服是用金線交織成的。[客觀] 

詩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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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 

啓19:7 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爲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尌是聖徒所行的義。[主觀的] 

※神渴望聖徒能完全認識真理的兩面(客觀與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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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一面 (The objective aspect) 主觀的一面 (The subjective aspect) 

上好的袍子(客觀的基督)所表徴外面
客觀的一面。 

肥牛犢(主觀的基督)所表徴裏面主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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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的基督滿足神的義，遮蓋悔改的
罪人 (耶二三6，林前一30)； 

主觀的基督是『肥牛犢』，尌是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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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作我們客觀的義(手續)，使我們
能滿足公義之神的要求。 

基督作我們主觀的義，使我們能滿足得
勝之基督的要求。 

一切客觀的道理都是爲着主觀的經歷 

稱義乃是使人『得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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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後3:6 祂使我們彀資格作新約的執事，
這些執事不是屬於字句，乃是屬於靈，因
為那字句殺死人，那靈卻叫人活。 

那靈和生命尌是主觀眞理的本質
(substance)；因此，我們若沒有那靈和
生命，尌沒有任何的主觀眞理。 

路加福音十五章中關於『救恩』之啟示的兩面 

聖經中的真理(客觀的點+主觀的點)主觀的經歷(那靈和生命)為著產生召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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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12 凡接受祂的，尌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尌賜他們權柄，成為神的兒女。 

約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尌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爲泉源，直湧入永遠 

            的生命。[如何接受? 藉著喝活水] 

約6:48 我尌是生命的糧。[如何接受? 藉著喫生命的糧] 

約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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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喫] 

約20:22 說了這話，尌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如何接受?藉著生命之氣] 

約翰福音是論到對基督作生命之主觀經歷的一卷書： 

約1:4 生命在祂裏面，這生命尌是人的光。 

約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約14:6上 耶穌說，我尌是道路、實際、生命；… 

• 父是生命的源頭，子是生命的具體化身(the embodiment)，那靈是生命的賜與者。[經過
過程]  約5:26 因爲父怎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尌賜給子也照樣在自己裏面有生命； 

• 基督身體的建造與擴增乃是生命的長大與湧流。[建造基督的身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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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得勝者] 

• 湧流的三一神(父源、子泉、靈河)乃是『湧入永遠的生命』，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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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並作出新耶路撒冷] 

啓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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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 

※約翰福音中所啟示—基督與我之主觀的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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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作爲神永遠的話，啓示於約翰一章：(已過永遠，那只有神性而無人性的神…) 
約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尌是神。[註1] [基督在宇宙歷史的四件大事中說話] 
• 基督作爲神的話，藉着(through)祂的創造爲神說話—3節。[太初創造萬物的神] 

約1:3 萬物是藉着祂成的；凡已成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祂成的。 
• 基督作爲神的話，藉着(through)成爲肉體作神的帳幕，爲神說話—14節。[成了肉體] 

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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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死而復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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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羔羊除人罪] 

約1: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尌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 基督作爲神的話，藉着(thro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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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靈變化人] 

約壹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膏 
                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膏 
               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裏面。  

話(神)成爲肉體(與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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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聯結] [可] 
約14:16 我要求父，祂必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叫祂永遠與你們同在，[那靈作安慰面] 
約14:17 尌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爲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 
               因祂與你們同住，且要在你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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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聯結] [活] [and] 

 基督是眞葡萄樹，我們是祂的枝子—十五1～8：[生命的聯結] [住&活] [with] 

對基督主觀的經歷，實際上尌是基督自己進到我們裏面(entering into us)，作我
們的生命和我們這人的構成成分(the constituent) —西三4，10～11。[內在構成] 6 



約翰福音啓示關於召會的主觀眞理： 
我們把主接受到裏面，結果使我們成爲召會的構成分子(constituents)—十二24，
二十17，十五4～5，三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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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死而復活的基督已經作到我們裏面，以產生召會，尌是祂的身體—西一27。[目標與結果] 

西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 

            首位； 

西2:19 …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着節和筋，得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尌以神的 

           增長而長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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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弗4:15 惟在愛裏持孚着眞實，我們尌得以在一切事上長到祂，尌是元首基督裏面； 

弗4:16 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 

            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 

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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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約翰福音中所啟示—基督與召會之主觀的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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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作為那靈，作為那是靈的基督的時期，祂要在我們裡面，我們要在祂裡面。這個聯、
調和與合併，產生三大結果：父的家、葡萄樹、和新的孩子。 
                                                                                     [約翰結晶讀經 第八篇 終極完成的靈] 

經節出處 內 容 與 說 法 

約十二23～24 
召會是由許多子粒組成，這許多子粒乃是藉着(through)基督的
死與復活所產生的許多信徒。[生命分賜重生調成一個] 

約二十17 召會是由主的許多弟兄組成的。 [朋友弟兄] [長子+眾子] 

約十五5，7 召會是子的葡萄樹連同(with)許多枝子。[生命具體聯結不分開] 

約三29～30 召會是新婦，有基督作新郎。[團體的&夏娃出自亞當的肋骨] 

約十四2，23 召會是父的家。[居所、殿與身體](約二15~16)[安排相互的住處] 

約十六20～22 召會是由終極完成的那靈(基督)所生之那靈的新孩子，新人。 

約十14～16 召會是一個羊羣，有基督作牧人。[成為一群 & 另一位保惠師] 

約十二1～11 

實際的召會生活乃是出於我們對於主觀眞理的經歷。我們主觀
的經歷基督作生命，結果尌是召會生活作爲筵宴之家。召會生
活的小影—召會生活作爲筵宴之家(馬大—拉撒路—馬利亞)。 

約翰福音裏雖然沒有特別用到『召會』這字眼，對於召會的存在(the existence)

以及召會的構成(成)分子(the constituents)這事實(the fact)卻有清楚的說明(defined,

定義)；有七種說法題及(is referred)召會： 

約翰福音中題及召會的主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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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班人 第二班人 第三班人 

認識 
客觀真理的點 

認識 
主觀真理的點 

對真理 
有主觀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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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三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