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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呼吸那靈、喝生命的水、喫神的糧，

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綱     要 

壹 子在復活裏，將終極完成的靈作爲聖

氣吹入門徒裏面—約二十 22： 

貳 我們若要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就都需要喝一樣的靈水，就是基督這

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林前十 3～4： 

叁 神的經綸是要我們喫基督這神的糧並

由祂所構成，好彰顯祂並代表祂—提

前一 4，約六 35，41，57，創一 26： 
週一 3/20                                                   *禱讀 

約翰福音 7:39; 20:22; 14:16-17, 26; 16:13; 15:4 

7: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

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

榮耀。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入一口氣,

說,你們受聖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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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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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但保惠師,就是

父在我的名裡所要差來的聖靈，祂要將一切

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

所說的一切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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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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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四週，週一 

週二 3/21 

約翰福音 1:29 

29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哥林多後書 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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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而且主就是那

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加拉太書 3:2  

2 我只願問你們這一件，你們接受了那靈，

是本於行律法，還是本於聽信仰？ 

約翰福音 6:63
上
, 10:10

下 

6:63上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10:10下

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使徒行傳 2:21 

21 那時，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詩篇 105:1; 116:2  

105: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呼求祂的名，在

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116:2 祂既向我側耳，我一生要呼求祂。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四週，週二 

週三  3/22 

出埃及記 17:6 
6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裡，站在你面前；你

要擊打磐石，就必有水從磐石流出來，使

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

這樣行了。 

哥林多後書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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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4:14; 7:37-38 

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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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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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 信

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來。 

啟示錄22:1,17 
1 天使又指給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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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

的水喝。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四週，週三 

週四 3/23 

哥林多前書10:3-4; 12:13; 14:19,20 

10: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10:4 也都喝了

一樣的靈水;所喝的是出於隨行的靈磐石,那

磐石就是基督。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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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但在召會中,我寧願用我的

心思說五句話,可以教導人,強如用方言說萬

句話。14:20 弟兄們,在領悟上不要作小孩子,

但在惡事上要作嬰孩，在領悟上卻要成熟。 

歌羅西書 3:4,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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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10 並且穿上了

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

以致有充足的知識;11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

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

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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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又在一切之內。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四週，週四 

週五 3/24 

約翰福音 6:35, 50-51, 57, 27, 33 

35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

裡來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

渴。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

就不死。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

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

就是我的肉，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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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不要為那必

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遠生命的食物

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祂是父

神所印證的。33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

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人的。 

出埃及記 16:14,15 (只讀) 

14露水上升之後,不料,曠野的地面上有細小

的圓物,細小如地上的霜。15以色列人看見,

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對問說,這是甚麼？摩

西對他們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喫的食物。 

約翰福音 6:58 

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永

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四週，週五 

週六 3/25 

啟示錄2:7, 17; 3:20; 22:14 

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

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

果子賜給他喫。2:17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

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上面

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

識。3:20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

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我與

他，他與我要一同坐席。22:14那些洗淨自

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裡，

也能從門進城。 

創世記 2:16  

16 耶和華神吩咐那人說，園中各樣樹上的

果子，你可以隨意喫， 

約書亞記 5:10-12（只讀）  

10以色列人在吉甲安營;正月十四日晚上，

他們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節。11逾越節

的次日,他們就喫了那地的出產;正當那日,他

們喫了無酵餅和烘的穀。12他們喫了那地

的出產,當日嗎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

有嗎哪了；那一年,他們卻喫迦南地的出產。 

哥林多前書 1:30; 10:17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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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

是一個身體，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四週，週六 

主日 3/26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15:4,5; 16: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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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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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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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等不多時,你們就

不再看見我;再等不多時,你們還要看見我。

哥林多後書 3:17,18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

就有自由。18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

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

漸漸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

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384 首 

參讀: 李常受文集1958第一冊，如何享受神及操

練，第13-14篇 

 

羅馬書追求進度： 

一年級 

經文：羅 1:18-3:20 

指定閱讀：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3-4 篇 

 

二年級 

主題：耶穌基督——神的兒子 

經文：羅 1:4 

指定閱讀：基督為父用神聖的榮耀所榮耀的

結果第 1，2篇 

詩歌：大本 72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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