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祂的工作、
以及祂工作的结果
(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2018/11/5-11/11

②主耶稣钉十字架并复活以前，还没有终极完
成的灵：
ａ．神的灵从起初就有了，但那灵作为基督的
Ⅰ．未记二十六章一至二节说到不可制造偶像、 灵，耶稣基督的灵，在约翰七章三十九节的时
谨守耶和华的安息日、敬畏神的圣所；我们需 候还没有，因为主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要认识这三点的内在意义——经过过程的三 ｂ．主耶稣在祂复活时得着荣耀，借这得荣耀，
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
一神、祂的工作以及祂工作的结果。
利26:1 你们不可为自己制造偶像，不可为自 耶稣基督的灵。【周二】
己立雕像或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置石 ｃ．末后的亚当，也就是在肉体中的基督，在
像，向它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2 你 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从此以后，耶稣基督
们要谨守我的安息日，敬畏我的圣所；我是耶 之灵兼有神圣和属人的元素，包括基督成为肉
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实际。
和华。
③“终极完成的灵”一辞，指明那灵经过了过
Ⅱ．我们不该有偶像；这表征我们不可在神之 程，因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加3:14 为叫亚
外有其他的寻求目标，免得失去我们享受神圣 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
产业的地位：
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Ａ.神自己必须是我们独一的目标；我们是神 ａ．那灵是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
的儿女，不可在祂以外还有所追求。
架和复活之过程后的三一神。
Ｂ.“偶像”指那些是异端的代替品，顶替了 ｂ．三一神经过了这过程的每一步，如今是终
真神：
极完成的灵，作神新约经纶的福。
①偶像是一切顶替真神的东西；真神就是我们 ｃ．终极完成的灵，复合的灵，乃是在基督里
所经历作我们生命的三一神。
的信徒今天能进入的神圣奥秘之范围。
②我们这些真神的真儿女，应当儆醒、保守自
己，远避异端的代替品，以及一切顶替我们那 Ⅲ．我们要谨守神的安息日；这表征我们该知
真实、实际之神的虚空之物；我们与这位神在 道神的工作完全是由祂自己完成的，使我们可
以享受；我们不需要作什么工：
生机上是一，并且祂对我们是永远的生。
Ｃ.新约启示，我们的神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 Ａ.我们需要学习接受、重视、尊重并享受神所
成的三一神，就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生活、 作成的，而不试图为自己作什么：
①我们该否认自己的工作，只尊重神的工作，
钉十字架并复活这些过程的一位：
①“经过过程”指三一神在神圣经纶里所经过的步骤； 并安息在祂里面。
太11:29 我心里柔和谦卑，因此你们要负我的
“终极完成”指明这过程完成了。【周一】
②虽然神在祂的性质和本质上是永远且不改 轭，且要跟我学，你们魂里就必得安息；
②神要我们停下自己的作为，被基督所顶替，
变的，但在祂的经纶里祂经过了一个过程。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 并且避免品尝任何基督以外的东西。【周三】
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 ③享受那追测不尽丰富之基督的路，乃是以祂
作我们真安息日的安息，停下我们自己同我们
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③在成为肉体之前，神没有经过过程，只有神 的生活、工作和行动，并接受祂作我们的生命、
性，但借着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十字架和 人位和顶替；这样我们就经历基督作复活的大
复活，三一神经过了过程，终极完成为那灵。 能，使我们被变化，并在诸天之上翱翔，远超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 每一属地的阻挠。
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 Ｂ.我们需要知道三一神为我们作了什么，并
且高度尊重父、子、那灵的工作：林后13:14 愿
着荣耀。
Ｄ.那灵乃是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
①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乃是“那灵”： 们众人同在。
ａ．我们都需要接受一个异象，看见那灵就是 ①父的工作包括：
三一神、那人耶稣、祂的人性生活、祂的死与 ａ．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信徒。
ｂ．预定信徒得儿子的名分。
复活的复合品。
ｂ．那灵是经过过程、复合、包罗万有、赐生 ｃ．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差来了祂的儿子。
命、内住、七倍加强、终极完成的灵，作经过 ｄ．在子里来并在子里作工。
过程之三一神终极的完成，成为祂所拣选、救 ｅ．在子里经过死。
赎、重生、更新、变化、模成并荣化之三部分 ｆ．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
人永远的分，作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 ｇ．叫基督坐在诸天界里，将万有服在祂的脚

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ｈ．呼召、赦免、称义信徒，与信徒和好，并
接纳、重生、洗净、圣别、荣耀信徒。
ｉ．差出祂儿子的灵，进入信徒的心。
ｊ．使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
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ｋ．将撒但践踏在信徒脚下。
ｌ．将许多信徒带进荣耀。
②基督的工作包括：
ａ．将神带进人里面，并使神与人成为一。
ｂ．服事人。
ｃ．撒国度的种子。
ｄ．消除魔鬼的作为。
ｅ．作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
ｆ．废除那掌死权的魔鬼。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
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
的，就是魔鬼。
ｇ．重建神的殿，使其成为团体的殿。
ｈ．成了赐生命的灵。
ｉ．是主，运用祂在万有之上的主宰权柄，以
完成神圣的经纶。
ｊ．建造召会。
ｋ．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作我们的大祭司，为
我们代求。
ｌ．是地上君王的元首，治理全世界，使福音
得以广传，召会得以产生。【周四】
③那灵的工作包括：
ａ．使世人知罪自责。
ｂ．重生信徒。
ｃ．用全备的供应供应信徒。
ｄ．圣别信徒。
ｅ．变化信徒。
林后 3: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
的脸，好象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
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乃
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ｆ．引导信徒进入一切的实际。
ｇ．将神的爱浇灌在信徒心里。
ｈ．膏信徒。
ｉ．是基督身体的。
ｊ．向众召会说话。

①出埃及记启示，神拯救的目标，乃是在地上
建造神的居所。
②利未记二十六章二节里的圣所，含示神在基
督里的居所、具体化身并彰显，以及神在召会
里的居所并永远的彰显。
Ｃ.召会乃是神的家，神的居所：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
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的
柱石和根基。
①召会作神的家，乃是神的居所——是神能得
着安息并寄托的所在。【周五】
②神的召会乃是活神的家：
ａ．神的家就是神的家人：弗 2:19 这样，你
们不再是外人和寄居的，乃是圣徒同国之民，
是神家里的亲人。
（1）居所（家）和家庭（家人）都是一个实体，
也就是一班蒙召、重生并由神自己内住的人。
（2）基督与祂身体上的肢体不是分开的，乃是
住在他们里面；照样，父不是在祂家人中分开
的一员，乃是在祂所有的儿女里面。
ｂ．神的家在神圣的生命上是生机的，在神圣
的性情上是生机的，在三一神里是生机的；因
为召会是生机的，所以召会能生长。
ｃ．在说到召会是神的家时，保罗说到神是活
神：
（1）活在召会里的活神，对召会必是主观的，
不是仅仅客观的。
（2）因为神是活的，召会作神的家也就在祂里
面、凭祂并同祂活着；活的神与活的召会，同
活着、同行动、同工作。
③召会是神的家，父的家，乃是扩大、宇宙、
神人二性的合并，作为基督为父用神圣的荣耀
所荣耀的结果。
④提前三章十五至十六节指明，召会作神的家
乃是神显现于肉体：
提前3:16 并且，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是众所
公认的，就是：祂显现于肉体，被称义于灵里，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信仰于世人中，
被接去于荣耀里。
ａ．这两节经文含示，不仅作头的基督自己是
神显现于肉体，连作基督身体的召会也是神显
现于肉体。
Ⅳ．我们需要敬畏神的圣所；这表征我们该对 ｂ．神显现于召会、基督的身体和活神的家，
神在那作祂居所、具体化身并彰显的基督里， 作祂在肉体里扩大的团体彰显。
并在那是基督的扩大、作神居所并永远彰显的 Ⅴ．看见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同祂的工作，以
召会里，所是并所完成的一切，有所敬畏：
及祂工作之结果的异象，会将我们构成顺从者，
Ａ.首先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并祂那使我们 接受神的祝福。【周六】
得安息的工作；接着是祂工作的结果，就是那
作基督的彰显与扩大的召会。
Ｂ.“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
中间（出25:8）：

经历①：那灵乃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
祷告：“哦，主耶稣，呼求祢的名，祷读你的
话语。主在地上尽职时，还没有那灵。但是，
进入人里，解人干渴
现在神的灵已经终极完成，成为包罗万有，赐
那灵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至终，神称为那
生命的灵，能够进入我里面，作我的生命，生
灵，而变化过的三部分人是新妇。……那灵是三
命的供应和一切。希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
一神的终极完成。我们的神已经完成，因为祂已
能摸着那灵，享受它并战胜困难。还有，希望
经经过过程并且已经复合。
我所享受的那灵能够从我里面流到周围的人。
盼望我们都接受那灵的异象—祂是三一
阿门！”
神、那人耶稣、祂的人性生活、祂的死和祂的
经历②：借着信接受神所作的，
复活的复合品。宇宙中一切积极的事物，都复
在安息中享受
合在这一位灵里；这一位灵就是那灵。
我们可以对那灵下一完全的定义。那灵是经
我们要接受神所作的，并因此而安息。
过过程、复合、包罗万有、赐生命、内住、七倍 然而，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神的工作，想要为
加强、完成的灵，作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终极的完 自己并凭自己作些什么。这是信徒与非信徒
成，成为祂所拣选、救赎、重生、圣别、变化并 中间相同的光景。许多信徒忽视神为他们所
荣化之三部分人永远的分，作他们的生命、生命 完成的工作，而要凭自己工作，为自己成就
的供应和一切。
些什么。但在神看来，忽视祂为我们所作
约翰七章三十九节说到那灵，告诉我们在 的，乃是一个侮辱；祂乃是要使我们在祂里
主 耶 稣 钉 十 字 架 并 复 活 以 前 ， 还 没 有 那 面并祂的工作中得着安息。在神里面并神的
灵。……祂复活以后，就是祂得着荣耀以后，
工作中安息，就是谨守祂的安日。
神的灵就成了那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之
我们可能忽视神的工作，而在为神作事的借
耶稣基督的灵。即使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以前， 口下，寻求为自己并凭自己作些什么。这样的
神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和圣灵，却还没有那灵。 事表面上可能是好的，实际上却是侮辱神，因
保罗在书信里，约翰在启示录里，常常使用这 为忽视了神为我们所作，给我们享受并叫我们
辞—那灵。约翰和保罗说到那灵时，是指三一 可以在祂里面安息的。我们不该忽视神所作的，
神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所以，至终，神的灵 却该否认我们所能或想要作的。我们需要否认
乃是那灵。
自己的工作，只该尊重神的工作，并安息在祂
里面
新人篇
父，子，灵的三一神是经过了成为肉体，人性
中高生/大学生篇
生活，钉十字架并复活这些过程，终极完成，成为 弗 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
了赐生命的灵，那灵。当主耶稣在地上尽职时，还 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没有那灵。也就是说那灵还没有被完成。
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
约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 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
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38 边，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 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今
活水的江河来。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 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22 将万有服在祂
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 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你要借着信接受神所作的，在安息中享受。
阿利路亚！赞美主！基督复活之后，那灵作 你不能不信而用自己的力量想帮助神的工作。
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现在像空气一样在这里。 神已经经过过程，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
你敞开心，操练灵呼求主名的话，那灵就能进入 那灵，那灵已经从天上的发电厂流到你里面。
你里面，解你里面的干渴。那灵是包含所有的成 你不需要打电话给发电厂要求发送电力。这样
分的赐生命的灵，能够进入你里面，丰富的供应 做是不信的，是无视神的工作。你只需要借着
你。到那灵完成为止，即使神的灵临到人的上面， 信打开已经设置在你里面的电气开关。打开灵
也绝对不能进到人里面。新约的教会时代对你 的开关，感谢赞美主，在安息中单纯的享受主
最大的祝福是那灵进入你里，从里面供应你所 为你所完成的事。
有的需要。
例如，你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不順，觉得自
新得救的新人们，请经历并理解上好的那 己孤立，无法跟上学业而变得不安。在这种情
灵的祝福。如果你是硕士生的话，那灵就能在 况下，主在你里面加力给你，并供应你积极向
学习和研究上，供应给你需要的的智慧，理解 前的力量。你可以如下祷告，
力，执行力，把复杂的事物简单总结的能力， “哦，主耶稣，我是软弱的、受伤的。但现在
和忍耐力等等。因此，你就能成为优秀的硕士 我操练我的灵来到你面前。我相信你可以医治
生，主的见证人。
我的伤，加力给我。我需要的不是软弱，也不
是惊慌，我要来到你面前在安息中有分于你所

作的。主啊，救我脱离不信。还有，也救我从
另外你不能为了在职生活和研究生活的繁荣
为着自己而利用祢的情形中出来。单纯的，接 而利用基督。作为神的经纶的教会的建造是比这
受你的心意，经历你自己和你的工作，成为一 些东西更高，具有永远的价值。如果你对神的经纶
个彰显你的学生。阿门！”
有这样高的评价，就应当把基督和教会作为你的
经历③：更新奉献，有分于神的工作，建造 本职，绝不是把在职生活和研究生活当作你的本
职吧。如果你是为着神，你的生活也会在神的经纶
作为神工作目标的教会
这三项—神、神的工作以及神工作的结果 里被祝福。
—完全涵括在圣经六十六卷书中。在旧约，我们 祷告：“哦主耶稣，我爱你。建造作为你的家
看见预表；在新约，我们看到应验。因此，整本 的教会。我将自己和我的在职生活奉献给你。
圣经就是揭示这三件事。首先是经过过程的三 愿在在职生活这个实际的环境中，能够丰富的
一神，并祂那使我们得安息的工作；接着是祂工 经历你。这经历的基督第一是为了义的建造教
作的结果，就是那作终极完成之基督的彰显与 会，附属的对在职生活也有帮助。感谢我能我
扩大的召会。我们需要看见这些事。看见这三件 有份神的工作，建造教会。”
詩歌 25 敬拜父─祂的爱
事，就给我们有力的根据来顺从神，并依从神而
行。
1. 父阿，你赐何等慈爱，我们衷心感铭；
许多基督徒把出埃及记这卷书从头到尾读
因此我们前来敬拜，称颂你的圣名。
过了，对于神救恩的目标乃是要带祂所救赎的百
2. 你已敞开你的胸怀，将你心意显明；
姓进入祂在地上的居所这个事实，却没有深刻的
且在子里已经出来，将这心意完成。
印象。神救恩的目标乃是要使我们成为祂的居所。
3. 为爱我们你舍爱子，叫祂来此受死，
召会，神在地上的居所，是神能得着安息并
好叫我们成为众子，与祂同作后嗣。
寄托的所在。神在这居所里生活行动，以成就祂
4. 我们因祂有你生命，永远得你为父，
的意愿并满足祂心里的渴望。
有分于你神圣性情，得享你的丰富。
青职/大学院生篇
ＯＬ：看见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同祂的工作，
5. 你差子灵进入我灵，使我称呼阿爸；
以及祂工作之结果的异象，会将我们构成顺从
灵里重生、灵里印证、灵里使我变化。
者，接受神的祝福。
6. 带领众子进入荣耀，乃是你的目标；
作为青职或者大学院生的你，有必须要达
与你儿子毕像毕肖，必使我们达到。
成的要求。但是，赞美主。主有超过这要求的供
7. 在这变化过程之中，凡事有你引领；
应。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是那灵、耶稣基
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直到变化完成。
督的灵的全备的供应。
腓利比 1:19 因为我知道，
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
8. 父阿，你赐何等慈爱，我们永远感铭！
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
永远俯伏、永远敬拜、永远称颂你名！
FN「全备的供应」：原文指歌咏团的首领，供给
詩歌 ２５ 父を礼拝する ― 彼の愛(英 30)
团员所需用的一切。包罗万有之灵这全备的供应，
１. ちちよ，なんという あいあとうや;
叫保罗在为基督受苦时，能活基督并显大基督。
かん謝し，さん美す， なれのすべて。
你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为在职生活取得
２. みこころ，けい示し， 御むね知らす;
成功而奋斗。但是请理解在职生活是使你能够
子にあり来たりて， けいかく成す。
实际地取用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的良好环
３. ながあいゆえ，御子 来たり，死にて，
境。如果，没有像在职生活这样实际的环境，你
おおくの子たちを 世継ぎとする。
将主的全备的供应实际化这件事就会很难吧。
４. 御子を通し，ちちの いのちを持つ;
请赞美诗歌 381 首的 4，5，6 节。
神せいなせいしつ， われあずかる。
4. 你的生命成分，成为我丰富，
５. ながれいはいりて， アバ，と呼ばせ，
时常将我滋润，使我得复苏。
再せいし，証いんし， つくり変える。
生命吞灭死亡，软弱变刚强；
６. 御子のかたちへと どうけい化し，
释放消除捆绑，下沉变高昂。
多くの子，栄こうへ みちびき入る。
5. 因此我将自己，完全献给你，
７. つくり変えのため， ばん事そなえ，
照着你的心意，活在交通里；
栄光から栄光へと かんせいする。
不再立志挣扎，不再改自己，
８. ちちよ，なんという あいあとうや;
使你受到打岔，毫不能为力。
感謝し，れいはいす， 賛美はやまじ！
6. 乃是完全停下，自己的努力，
让你运行、变化，使我脱自己；
与众圣徒配搭，成为你身体，
让你定居、安家，彰显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