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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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綱        要 

壹 活在神聖的三一裏，就是住留在祂裏面，停留在祂裏 

面，以祂作我們的家而居住在祂裏面；與神聖三一 

同活，就是讓祂住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有祂的同 

在，祂的人位，作我們的享受—約十五 4： 

貳 與神聖三一同活，就是與基督這以馬內利同活—『看 

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爲以馬內利 

（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一 23： 

叁 與神聖三一同活，就是有復活的基督活在我們裏面- 

加二 20 下，腓一 19 ～ 21 上： 

週一 4/18                                                         *禱讀 

約翰福音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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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壹書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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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23 

23 “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

馬內利。”（以馬內利繙出來，就是神與我們同

在。） 

馬太福音 18:20; 28:20 

18:20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

名裡，那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28:20 凡我所吩咐

你們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們遵守；看哪，我

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羅馬書 8:9,11,16 

9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在肉體裡，

乃在靈裡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

督的。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

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

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16 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雅各書 4:5 

5 經上說，“祂使其居住在我們裡面的那靈，戀慕

以至於嫉妒。”你們想，這話是徒然的麼？ 

哥林多前書 2:12; 3:16 

2:12 我們所領受的，並不是世上的靈，乃是那出於

神的靈，使我們能知道神白白恩賜我們的事；3:16 

豈不知你們是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面麼？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四週, 週一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一章: 導言（1-3 段） 

週二 4/19 

約翰福音 14:17 

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

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與你們同

住，且要在你們裡面。 

加拉太書 5:25 

25 我們若憑著靈活著，也就當憑著靈而行。 

約翰福音 14:16,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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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正往你

們這裡來。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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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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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2:20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

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

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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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四週, 週二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一章: 導言（4-7 段） 

週三  4/20 

出埃及記 33:14 

14 耶和華說，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詩篇 27:8 

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的心向你說，

耶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提摩太後書 4:22 

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使徒行傳 3:19-20; 16:7 

3:19 所以你們要悔改，並要回轉，使你們的罪得以

塗抹，這樣，那舒爽的時期，就得以從主面前來

到，3:20 祂也必差遣所豫先選定給你們的基督，就

是耶穌。16: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試著要往庇

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詩篇 27:4; 51:11 

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是

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在祂

的殿裡求問。51:11 不要丟棄我，使我離開你的

面；不要從我取去你聖別的靈。 

啟示錄 21:3 

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

幕與人同在，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百姓，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使徒行傳 2:25-28  (只讀) 

25 大衛指著祂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因祂在

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26 所以我的心快樂，我的

舌歡騰，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27 因你必

不將我的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必用你的面容使我充

滿快樂。”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四週, 週三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一章: 導言（8-12 段） 

 

週四 4/21 

約翰福音 11:25 

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

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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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8:13 

13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若靠著

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 

哥林多後書 4: 11,6-10,12,18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

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

6 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

們心裡，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基督面

上之神的榮耀。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

明這超越的能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8 我

們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無出

路；9 遭逼迫，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滅

亡；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

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12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

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18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

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

所不見的纔是永遠的。 

加拉太書 2:20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

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

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四週, 週四 

團體閱讀 《教會的正統》第一章: 導言（13-18 段） 

週五 4/22 

約翰福音 5:19 

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

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

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腓立比書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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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03:8-9 

8 耶和華有憐恤，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

的慈愛。9 祂不長久責備，也不永遠懷怒。 

希伯來書 4:15-16 

15 因我們並非有一位不能同情我們軟弱的大祭司，

祂乃是在各方面受過試誘，與我們一樣，只是沒有

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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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3:14 

14 總要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打算，去放縱

私慾。 

歌羅西書 3:12-14 

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的人，就要穿

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柔、恆忍。13 倘若

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

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14 在這一

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四週, 週五 

團體閱讀 無 

週六 4/23 

哥林多後書 1:8-9 

8 弟兄們，關於我們在亞西亞所遭遇的患難，我們

不願意你們不知道，就是我們被壓太重，力不能

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9 自己裡面也斷定

是必死的，叫我們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復

活的神； 

馬太福音 19: 26,24-25 

26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

能。24 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

神的國還容易。25 門徒聽見了，就極其驚訝，說，

這樣誰能得救？ 

腓立比書 4:5-7, 11-13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宜人。主是近的。6 應

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帶著感

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7 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

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了，無

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12 我知道怎樣處卑

賤，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足、或飢餓、或富

餘、或缺乏，在各事上，並在一切事上，我都學得

秘訣。13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晨興聖言 活在神聖三一裏並與神聖三一同活  

第四週, 週六 

詩    歌 詩歌 第 400 首  

主日 4/24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14: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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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

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

卻認識祂，因祂與你們同住，且要在你們裡

面。18 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正往你們這裡

來。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

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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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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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讀: 

馬太福音生命讀經 第 6篇 

在神聖三一裏並同神聖三一活着，第 8、10 章 

以賽亞書生命讀經，第 8篇 

包羅萬有的基督，第 11章 

約伯記生命讀經，第 1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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