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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聖三一裏（一）住在基督這真葡萄樹裏 

綱     要 

壹 我們需要看見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的 

實際經歷—約十四 20，26， 十五 26，林後十三 

14，弗二 18，三 16 ～ 17： 

貳 主耶穌在約翰十五章告訴我們，祂是葡萄樹，我們 

是葡萄樹的枝子—5 節： 

叁 我們藉着住在基督這真葡萄樹裏而活在神聖三一 

裏—1，5 節： 

 

週一 4/04                                                         *禱讀 

約翰福音 15:4-5,7; 14:20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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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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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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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 到那日，你

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

們裡面。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

們眾人同在。 

以弗所書 2:17-18 

2:17 又來傳和平為福音，給你們這遠離的人，也傳

和平為福音，給那相近的人，2:18 因為藉著祂，我

們兩下在一位靈裡，得以進到父面前。 

以弗所書 3:16-17 

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

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3:17 使基督藉著

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二週, 週一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篇:  要

操練隨著靈的感覺禱告; 真實的禱告

乃是神人在靈裡聯結而有的禱告, 真
實的禱告也是人跟著神的發起而有的

禱告 

週二 4/05 

約翰福音 15:1,8,26,12,14-15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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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但我要從父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實際的

靈，祂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12 你們要彼此相

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誡命。14 你們若

遵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我的朋友了。15 以後我

不再稱你們為奴僕，因為奴僕不知道主人所作的

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都

已經告訴你們了。 

以弗所書 3:9 

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

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約翰福音 15:16; 16:13-14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乃是我揀選了你們，並

且立了你們，要你們前去，並要你們結果子，且要

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在我的名裡，無論向父求

甚麼，祂就賜給你們。16:13 只等實際的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實際；因為祂不是從自己

說的，乃是把祂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要來的

事宣示與你們。16:14 祂要榮耀我，因為祂要從我

有所領受而宣示與你們。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二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篇:  

在整個禱告的過程中都要隨著靈裡神

發起的感覺(第 1-4段) 

週三  4/06 

約翰福音 3:15 

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哥林多前書 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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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約翰壹書 1:3-4 

3 我們將所看見並聽見的，也傳與你們，使你們也

可以與我們有交通；而且我們的交通，又是與父並

與祂兒子耶穌基督所有的。 

4 我們寫這些事，是要叫我們的喜樂得以滿足。 

約翰福音 16:15 

15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祂從我有所

領受而要宣示與你們。 

以弗所書 3:20-21 

20 然而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能，極其充盈

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21 願在召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榮耀歸與祂，直

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歌羅西書 3:16-17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你

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

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17 凡你們所作的，無論是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裡，藉著祂感謝父神。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二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篇:  

在整個禱告的過程中都要隨著靈裡神發

起的感覺(第 5-7段) 

週四 4/07 

約翰壹書 4:13, 2:6 

4:13 神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在此就知道我們住在

祂裡面，祂也住在我們裡面。 

2:6 那說自己住在祂裡面的，就該照祂所行的去

行。 

約翰福音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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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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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壹書 2:28; 3:23-24 

2:28 現在，孩子們，你們要住在主裡面；這樣，祂

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祂來臨的時候，

也不至於蒙羞離開祂。3:23 神的誡命就是叫我們信

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並且照祂所賜給我們的誡命

彼此相愛。3:24 遵守神誡命的，就住在神裡面，神

也住在他裡面。在此我們就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

乃是由於祂所賜給我們的那靈。 

約翰壹書 4:4,7,21 

4 孩子們，你們是出於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

那在你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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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愛神的，

也當愛他的弟兄，這是我們從祂所受的誡命。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二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篇:  

禱告享受神的規律就是隨著靈裡的感覺 

週五 4/08 

約翰壹書 2:24; 3:24 

2:24 至於你們，務要讓那從起初所聽見的住在你們

裡面；那從起初所聽見的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也

就住在子裡面，並住在父裡面。3:24 遵守神誡命

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在此我們就

知道神住在我們裡面，乃是由於祂所賜給我們的那

靈。 

約翰福音 14:10,23; 15:9-10; 17:21 

14:10 我在父裡面，父在我裡面，你不信麼？我對

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裡

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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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我愛你們，正如

父愛我一樣；你們要住在我的愛裡。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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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使他們都成為

一；正如你父在我裡面，我在你裡面，使他們也在

我們裡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來。 

加拉太書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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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這樣，你不再是奴

僕，乃是兒子了；既是兒子，也就藉著神為後嗣。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二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篇:  

靈的感覺有許多講究, 一切的禱告都

必須隨著靈的感覺 

週六 4/09 

約翰壹書 2:20,27 

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

知道。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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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祂裡

面。 

哥林多後書 1:21-22 

21 然而那把我們同你們，堅固的聯於基督，並且膏

了我們的，就是神；22 祂既印了我們，又賜那靈在

我們心裡作質。 

哥林多前書 2:16 

16 誰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導祂？但我們是有基督的

心思了。 

羅馬書 8:27 

27 那鑒察人心的，曉得那靈的意思，因為祂是照著

神為聖徒代求。 

詩篇 133:1-2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2 這好比那上好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

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以弗所書 4:3-6 

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靈的一：4 一個身體

和一位靈，正如你們蒙召，也是在一個盼望中蒙召

的；5 一主，一信，一浸；6 一位眾人的神與父，

就是那超越眾人，貫徹眾人，也在眾人之內的。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二週, 週六 

詩    歌 補充本 詩歌 第 254 首  

主日 4/10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壹書 4:9-12,14-19 

9 神差祂的獨生子到世上來，使我們藉著祂得

生並活著，在此神的愛就向我們顯明了。10 不

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祂的兒子，為

我們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愛了。11 

親愛的，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

愛。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祂的愛也在我們裡面得了

成全。14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

見，現在又作見證的。15 凡承認耶穌是神兒子

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16 神

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

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

他裡面。17 在此，愛在我們便得了成全，使我

們在審判的日子，可以坦然無懼；因為祂如

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18 愛裡沒有懼怕，

完全的愛把懼怕驅除，因為懼怕含有刑罰，懼

怕的人在愛裡未得成全。19 我們愛，因為神先

愛我們。 

參 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八年第一册 在神聖三一裏並

同神聖三一活著 第 8篇 

新約總論 第 285至 286篇 

約翰福音生命讀經  第 32篇 

在靈裏與主互住的生活，第 3篇 

報告事項: 2022 年紐約市召會春季華語特會 

(4/08-10 日)在毗努伊勒（KPCC）營區現場舉行。

以及 Zoom 來直播此次特會。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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