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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神聖三一裏（二） 
活在神聖三一裏—藉著享受基督作生命的供應，藉著活

基督以顯大祂，並藉著我們靈裏主耶穌的恩典 
綱          要 

壹 我們藉著享受基督作生命的供應，而活在神聖三一 

裏： 

貳 我們藉著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活基督以顯大祂， 

而活在神聖三一裏—腓一 19 ～21 上： 

叁 我們藉著我們靈裏主耶穌的恩典，而活在神聖三一 

裏—加六 18： 

週一 4/11                                                         *禱讀 

約翰福音 6:63 

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

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哥林多前書 12:13 

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或

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

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約翰福音 4:14;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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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耶利米哀歌 3:55-56 

55耶和華阿，我從極深的坑裡呼求你的名。 

56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求你不要掩耳不聽我的呼吸，

我的呼籲。 

羅馬書 10:12-13 

12 因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眾人同有一

位主，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13 因為“凡

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提摩太後書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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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週, 週一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一篇: 要

操練代禱瞻仰等候和默念; 代禱（1-4 段）  

 

週二 4/12 

民數記 20:8 

8 你拿著杖，和你的哥哥亞倫招聚會眾，在他們眼

前吩咐磐石發出水來；這樣，你就為他們使水從磐

石中流出來，給會眾和他們的牲畜喝。 

約翰福音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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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2:4-6 

4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名！

將祂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題說祂的名已被尊崇。

5 你們要向耶和華歌頌，因祂所行的甚是超絕！但

願這事傳遍全地！6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

因為以色列的聖者在你們中間乃為至大。 

耶利米哀歌 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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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每早晨這些都是新的；你的信實，

極其廣大。24 我的魂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

我要仰望祂。25 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的，耶和

華必善待他。 

耶利米書 15:16 

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

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因我是稱

為你名下的人。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一篇:要操練代禱

瞻仰等候和默念; 代禱（5-10 段） 

週三  4/13 

腓立比書 1:19-21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

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20 這是照著我所

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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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處。 

哥林多後書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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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2:12-13; 3:7-10 

2:12這樣，我親愛的，你們既是常順從的，不但我

與你們同在的時候，就是我如今不在的時候，更是

順從的，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自己的救恩，

2:13因為乃是神為著祂的美意，在你們裡面運行，

使你們立志並行事。3:7只是從前我以為對我是贏

得的，這些，我因基督都已經看作虧損。3:8不但

如此，我也將萬事看作虧損，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

耶穌為至寶；我因祂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為

要贏得基督，3:9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

是有自己那本於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

有的義，就是那基於信、本於神的義，3:10使我認

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

模成祂的死， 

歌羅西書 1:24 

24 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督

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補滿

基督患難的缺欠；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一篇:代禱

（11-16 段） 

週四 4/14 

腓立比書 4:4 

4 你們要在主裡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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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34:3 

3 你們要和我一同尊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 

詩篇 69:30 

30 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尊祂為大； 

路加福音 1:46-47 

46馬利亞說，我魂尊主為大，47我靈曾以神我的救

主為樂， 

使徒行傳 10:47-48; 19:17 

10:47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

誰能禁止他們在水裡受浸？10:48就吩咐他們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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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名裡受浸。他們又請彼得住了一些日子。

19:17凡住在以弗所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

都知道這事，眾人都懼怕，主耶穌的名也就尊大了。 

約翰福音 17:11,21 

11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

聖父阿，求你在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裡，

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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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一篇:  

瞻仰; 等候（1-4 段） 

週五 4/15 

加拉太書 6:18 

18弟兄們，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

阿們。 

希伯來書 4:16 

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

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加拉太書 3:6-9 

6正如“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7 所以

你們要知道，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

孫。8並且聖經既豫先看明，神要本於信稱外邦人

為義，就豫先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

因你得福。”9這樣，那以信為本的人，便和那信

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 

加拉太書 3:14 

14 為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裡可以臨到外邦

人，使我們藉著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羅馬書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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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5:21 

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

叫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二十一篇:  

 等候（3-5 段）; 默念 

週六 4/16 

加拉太書 6:16-18 

16 凡照這準則而行的，願平安憐憫臨到他們，就是

臨到神的以色列。17 從今以後，人都不要攪擾我，

因為我身體上帶著耶穌的烙印。18 弟兄們，願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阿們。 

以賽亞書 12:1-6 

1 到那日，你必說，耶和華阿，我要讚美你。你雖

曾向我發怒，你的怒氣卻已轉消，你又安慰了我。

2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信靠祂，並不懼怕；

因為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

我的拯救。3 所以你們必從救恩之泉歡然取水，4 

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名！

將祂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題說祂的名已被尊崇。

5 你們要向耶和華歌頌，因祂所行的甚是超絕！但

願這事傳遍全地！6 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

因為以色列的聖者在你們中間乃為至大。 

約翰福音 12:23-26 

23 耶穌回答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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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愛惜

自己魂生命的，就喪失魂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

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歸入永遠的生命。26 若

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裡，服事我的人

也要在那裡。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羅馬書 1:1 

1 基督耶穌的奴僕保羅，蒙召的使徒，被分別出來

歸於神福音的；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三週, 週六 

詩    歌 詩歌 第 557 首  

主日 4/1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耶利米書 17:7-8 

7 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有

福了。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沿河邊紮根，炎

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

毫無罣慮，而且結果不止。 

哥林多前書 3:6,9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9 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

的建築。 

使徒行傳 27:22-25; 28:15,31 

27:22 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振作，因為你們中

間沒有一個人會喪命，惟獨失喪這船，27:23 

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

邊，說，27:24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該

撒面前，看哪，與你同船的人，神都賜給你了。

27:25 所以諸位，要放心振作，我信神怎樣對

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28:15 那裡的弟兄

們，一聽見我們的事，便來到亞比烏市和三館

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神，壯起膽

來。28:31 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

穌基督的事，毫無阻礙。 

參 讀: 

 提摩太後書生命讀經  第 6 篇 

生命的經歷與長大，第二章 

腓立比書生命讀經 第 31 至  32  篇 

使徒行傳生命讀經 第 70、71、72 篇 

羅馬書結晶讀經 第 24 篇 

報告事項:  4 月 14-17 日青少年特會 

5 月 27-30 日國殤節國際相調特會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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