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篇數 篇    題 

第一篇 
在神聖行動裏並在我們經歷中，神聖的經綸連同神聖三
一的神聖分賜 

第二篇 活在神聖三一裏(一) 住在基督這真葡萄樹裏 [範圍、元素] 

第三篇 
活在神聖三一裏(二) 活在神聖三一裏—藉着享受基督作
生命的供應，藉着活基督以顯大祂，並藉着我們靈裏主
耶穌的恩典 [供備、憑藉、活出] 

第四篇 
與神聖三一同活(一) 與基督這以馬內利同活， 並有復
活的基督活在我們裏面 

第五篇 與神聖三一同活(二) 神在我們裏面運行 

第六篇 與神聖三一同活(三) 豐滿的經歷 並享受神聖的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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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感恩節特會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Living in and with the Divine Trinity) 



三一神 

(the Triune God) 

神聖三一 

(the Divine Trinity) 

在 (in) 

住在 

(abide、to remain、dwell) 

   住留   、  停留  、   居住 

住 (live) 
活 (living in) 

同活 (living with) 

2021年感恩節特會 -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篇 
活在神聖三一裏(二) 活在神聖三一裏— 

(憑)藉着(by)享受基督作生命的供應，(憑)藉着(by)活基督以(for)顯
大祂，並(憑)藉着(by)我們靈裏主耶穌的恩典 

[Living in the Divine Trinity (2) 

Living in the Divine Trinity by Enjoying Christ as Our Life Supply, by Living Christ for His 

Magnification, and by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in Our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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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着享(接)受基督作生命的供應(life supply)，而活在(live in)神
聖三一裏： 

約20:22 說了這話，尌向他們吹入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主傳輸(吹入)聖徒] 

約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尌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他裡面。 [聖徒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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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復活裡將自己作爲聖靈(聖氣)吹入門徒裏面(約二十22)；現今我們能不斷接
受(continually receive)是靈的基督作爲神的氣，藉着(by)我們呼求祂的名，使祂
對我們成爲豐富的(哀三55～56，創四26，羅十12～13，詩歌二一一首)；我們也能
吸入聖經，神的話，尌是神的呼出(提後三16)；因着祂所說的話是生命之靈的具
體化，我們藉着(by)操練靈接受祂的話時，尌得着是生命的那靈(約六57，63)。 

創4:26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起名叫以挪士。在那時候，人開始呼求耶和華的名。 
羅10:12 ...猶太人和希利尼人..沒有分別，眾人同有一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 
提後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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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尌是靈，尌是生命。 

神經綸裏的心意(intention)，是要作活水的泉源、源頭，滿足祂的選民，作他們
的享受，目標是要產生召會，作神的擴增(increase)，神的擴大(enlargement)，好
成爲神的豐滿(fullness)，使祂得着彰顯(expression)—耶二13，哀三22～24，林前一9 

耶2:13 因爲我的百姓，作了兩件惡事，尌是離棄我這活水的泉源，爲自己鑿出池子，是破 
            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哀3:22 我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的慈愛，因祂的憐恤不至斷絕； 
哀3:23 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 
林前1: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爲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壹] 基督是可接受(入)的生命供應—氣、水、食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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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飲於在復活裏的一位靈，尌使我們成爲基督身體的肢體，將我們建造爲基督的身
體，並豫備我們成爲基督的新婦—十二13，啓二二17，約四14下。 

林前12:13 因爲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裏受 

                  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 我們向着(to)主、藉着(by)主、爲着(for)主、在(in)主裏、且同着(with)主說話並歌唱，
以高舉主且不斷的在主裏喜樂，尌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詩四六4，賽十二3～6。 

• 我們操練常與主說話，尌能享受主作我們屬靈的飲料，我們自然而然尌會活基督—民
二十8，腓四6～7，12。 

帖5:16~22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對你們的旨意 

                  。不要銷滅那靈，不要藐視申言者的話，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種 

                  的惡事要遠離禁作。 

我們能喫基督作我們屬靈的食物而因祂活着(約六57)；喫基督乃是喫祂的話，
藉着(by)運用我們的靈來禱讀並默想主的話，使祂的話成爲我們心中的歡喜快
樂(耶十五16，詩一一九15～16，書一8～9)；『因』(because of)基督活着(不僅是靠
基督活着)(not only by…)，意思是基督加力的元素(the energizing element)成爲供
應的因素(the supplying factor)，使我們活基督。 

耶15: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着你的言語，尌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 

              喜快樂；因我是稱爲你名下的人。 

詩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詩119:16 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樂；我不忘記你的話。 

書1: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默想，好使你照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謹守遵行。 

          如此，你的道路尌可以亨通，你也必凡事順利。 

書1:9 我豈沒有吩咐你麼？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爲你無論往那裏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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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着(by)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the bountiful supply)活基督以
顯大祂，而活在神聖三一裏—腓一19～21上：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腓1:20 這是照着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尌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 
            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 因爲在我，活着尌是基督，死了尌有益處。  

信徒藉着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基督；耶穌基督之靈，尌是基督作爲那分
賜生命的靈—19節，林前十五45下，林後三6： 
• 這全備的供應包含神性、人性、釘死、復活、升天、神聖屬性、和人性美德。 

• 我們的所作所爲並全部的生活，都該是憑着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而有的—腓一19。 

• 我們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之下，尌自然而然的在裏面得着基督的供應，而活出彰顯
基督的生活—20～21節上。 

保羅的一切生活和工作，都不是爲着彰顯他自己，表現他的學問、才幹、或其
他的優點特長；他所是所爲，都是爲彰顯基督，甚至使基督得着顯大—20節，
三3～10，林後四5。 

腓3:5 論割禮，我是第八天受的，我是出於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 
           來人；按律法說，是法利賽人； 
腓3:6 按熱心說，是逼迫召會的；按律法上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 
腓3:7 只是從前我以爲對我是贏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爲至寶；我因祂已經虧 
           損萬事，看作糞土，爲要贏得基督， 
腓3: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裏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着信基督而 
           有的義，尌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5 

※[貳] 保羅活基督以顯大基督的祕訣—耶穌基督之靈 



在使徒的身體受苦時，基督得着顯大(was magnified)，也尌是顯示或宣揚(was 

shown or declared)爲大(沒有限量)(without limitation)、得着高舉(exalted)、得着稱
讚(extolled)—腓一20： 
• 使徒的受苦給他機會，彰顯基督無限的偉大—徒九16，林後六4，十一23，西一24。 

• 在任何境遇下顯大基督，尌是經歷基督而有最高的享受—腓一18，四23。 

• 當保羅被囚在羅馬監獄的時候，他顯大基督，使基督在囚禁他的人眼中顯爲大；不論
環境如何，保羅總是滿了喜樂，他一直在主裏喜樂。 

• 保羅在喜樂中一直讓基督從他身上照耀出來，一直在彰顯基督，這乃是宣告基督無限
的偉大，並宣告基督是取用不竭的—弗三8，18，參賽九6。 

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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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畧何爲那闊、長、高、深， 
賽9:6 因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的名稱爲奇 
          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遠的父、和平的君。 

活基督以顯大祂，乃是有分於基督在生命裏的救恩；這使我們得救脫離不活基
督的失敗，並脫離不顯大基督的失敗—羅五10。 

羅5:10 因爲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着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旣已和好，尌更要在祂的 
            生命裏得救了。 

作爲信徒的榜樣，保羅所過的生活是在基督的超越裏，這生活全然尊貴，有人
性美德最高標準，彰顯最高超神聖屬性，與多年前主在地上所過的生活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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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藉着我們靈裏主耶穌的恩典，而活在神聖三一裏—加六18： 
林後12: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 
                我極其喜歡誇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加6:17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因爲我身體上帶着耶穌的烙印。 
加6:18 弟兄們，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阿們。 

奇妙的神聖傳輸應當天天都在發生：神豐富的供應恩典的靈，我們該不斷的接
受恩典的靈，使祂能成爲我們的構成成分，我們能成爲祂的彰顯： 
• 接受並享受恩典的路(way)，乃是轉向靈、運用靈、讓主登寶座： 

每當我們轉到靈裏，來到施恩的寶座前，我們尌應當讓主登寶座，讓祂在我們裏面作
元首，作君王並作主—來四16，羅五17，21，西一18下，啓二4。 

神的寶座是湧流恩典的源頭；每當我們不讓主登寶座、使主下寶座，恩典的流尌停止。 

我們若(If we)讓主耶穌在我們裏面登寶座，那靈這生命水的河尌會從施恩的寶座上流
出來供應我們；這樣，我們尌會接受恩典並享受恩典—1節，詩歌五五七首。 

• 我們帶着耶穌的烙印(the brands)，尌享受基督的恩典—加六17～18： 

在屬靈方面，耶穌的烙印是表徵保羅所過生活的特徵，與主耶穌在地上所過的一樣；
這樣的生活，乃是不斷的被釘死(約十二24)，行神的意思(六38)，不尋求自己的榮耀，
只尋求神的榮耀(七18)，服從並順從神，以至死在十字架上(腓二8)。 

我們若(If we)帶着耶穌的烙印，過釘十字架的生活，我們尌要在靈裏享受基督的恩，
作爲賜生命之靈的供應，使我們將基督作爲神的恩服事給神的家人。 

主耶穌的恩歷經新約時代分賜到祂的信徒裏面，總結於新耶路撒冷，作爲神將
祂自己與人聯結(uniting)、調和(mingling)並合併(incorporating)之喜悅的終極完成 

，使祂得着榮耀的擴大和彰顯—啓二二21，弗二10。 
啓22:21 願主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7 

※[叁] 接受並享受主恩典的靈—好成為祂榮耀的彰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