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以弗所书中所启示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BEV2/6-12 

I圣言中关于三一神的启示，并不是为着道理的
领会，乃是为着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将祂自己
分赐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给他们经历并
享受 
林后13:14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
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A圣经是按着这管制原则写的：三一神将祂自己
作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
生命的供应。 
B圣经是按着这管制原则写的：三一神将祂自己
作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和
生命的供应。 
诗36:8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
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9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
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II神圣的三一乃是整本圣经的架构；整本圣经，
特别是以弗所书，乃是以神圣的三一构成的 
弗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
有瑕疵；5…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
的名分，归于祂自己。7 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
借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蒙救赎，就
是过犯得以赦免。 
A以弗所书是圣经中唯一以神圣三一为每章之基
本元素构成的一卷书｡ 
B我们若不认识三一神，就不能领悟以弗所书的
深奥，因为这卷书的每一章都以神圣的三一为架
构。 
III以弗所书的整个启示，说到召会这基督身体
的产生、存在、长大、建造和争战，乃是由神圣
的经纶以及神圣的三一神圣的分赐到基督身体的
肢体里所组成的；因此，以弗所书的中心要点乃
是神圣的三一神圣地分赐到信徒里面 
A一章揭示父神如何在永远里拣选并预定这些肢
体，子神如何救赎他们，灵神如何作凭质印他们，
借此将祂自己分赐到祂的信徒里面，以形成召会，
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弗1:13 …在祂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应
许的圣灵为印记。22 …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
的头。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
万有者的丰满。 
B二章给我们看见，在神圣的三一里，所有犹太
和外邦的信徒，都借着子神，在灵神里，得以进
到父神面前: 
弗2:18 因为借着祂，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
以进到父面前。 
1这指明甚至在成为肉体、人性生活、钉死十架
以及复活这一切过程之后，这三者仍然同时存
在，且互相内在。 
2借着子神，祂是完成者，是凭借；在灵神里，
祂是执行者，是应用；我们得以进到父神面前，

祂是起源，是我们享受的源头。 
3我们是一首诗章，是由父作源头、子作流道、
灵作涌流的分赐所写成的。 
弗2:10 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
创造的。 
4父的分赐产生杰作，子的分赐产生新人，以及
那灵在一个身体里将我们带到父面前，结果带来
召会的建造和神永远经纶的完成。 
弗2:15 …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创造成一个
新人，成就了和平； 16 既用十字架除灭了仇恨，
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 
C在三章，使徒祷告父神，叫信徒借着灵神，得
以用大能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子神）安
家在他们心里，就是占有他们全人，使他们被充
满，成为三一神一切的丰满；这乃是信徒经历并
有分于神在其神圣三一里的最高点: 
弗3:14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16 愿祂照着祂
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
强到里面的人里。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
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D以弗所四章描绘经过过程的神，就是灵、主、
父，如何与基督的身体调和，使身体所有的肢体
经历神圣的三一: 
弗4:4 一个身体和一位灵，正如你们蒙召，也是
在一个盼望中蒙召的。5 一主，一信，一浸。6 
一位众人的神与父，就是那超越众人，贯彻众人，
也在众人之内的。 
1基督的身体是三一神发展的范围。 
2父神超越众人，子神贯彻众人，灵神在众人之
内，这三者的神圣分赐，使基督身体的一切肢体
能经历并享受三一神。 
3这些经节启示四个人位——一个身体、一位灵、
一位主和一位父神——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
成为基督生机的身体；因此，三一神和身体乃是
四而一。 
E五章劝勉信徒，要用灵神的歌赞美主（子神），
并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子神）的名里感谢父神: 
1这乃是在神圣的三一里，赞美并感谢经过过程
的神，使我们享受祂这位三一神。 
2借着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我们就构成为神的
儿女，在是爱和光的神里行事为人。 
F六章教导我们要在主（子神）里得着加力，穿
戴父神全副的军装，并取用那灵的剑，从事属灵
的争战: 
1子神是我们里面的能力，父神实化在子里是我
们所穿戴的军装，灵神（就是神的话）是剑。 
2这是信徒甚至在属灵的争战中，对三一神的经
历和享受。 
IV按照圣经六十六卷书的全部启示，神圣的三
一——父、子、灵——是为着神的分赐，就是
将神分授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神是三一的，
为使祂能将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到我们里
面，给我们享受，好使我们能被建造成为基督



 

 

的身体，并被预备好作基督的新妇，为着祂的
再来，那时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祂基督的国，
让祂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 
 
 
 
 
 
 
 
 
 
 
 
 
 
 
 
 
 
 
 
 
 
 
 
 
 
 
 
 
 
 
 
 
 
 
 
 
 
 
 
 
 
 
 
 
 
 
 
 
 
 

神戸に在る召会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1. 2023年新しい召会生活： 
【食べる】召会は、キリストを食べて、キリストで
構成され、表現し、代行します。 
【生む】毎週の福音・牧養の枠組みで、出て
行って、福音を伝えます： 
a 古い方法で教理を人に伝えても、人は救

われません。 
b 新しい方法は、キリストを食べ、享受し、満

たされて、人を愛し、キリストの豊富を人々
に流し、残る実を結ぶことです。 

c 福音の優先順位：❶35歳以下の子供、青
少年、大学生、若いビジネスパースン、❷36
～69歳の現役世代、❸70歳以上の年長者 

d 福音の実行：❶路上福音・ポスティング、 
❷ウォーム・ドア、❸海辺の聖徒 

【養い・成就】15分の家庭集会で、毎週一人
一人を養い、残る実を結びます。更にバイタ
ル・グループで、一人一人を成就して、新しい
奉仕者を生み出します： 
a 新人を愛し、彼らの霊的幸福と成長のため

に、関係性を築きます。 
【建造】主日集会は建造のためなので、集会
所に集まるようにします： 
a YouTubeからZoomへ、Zoomから集会所へ 
【祈り】これらを実行するために、信仰をもって
多く祈ることが必須です。祈りがなければ、推
進力がないので、古い方法に戻ってしまいます。 

2. 六甲学生福音センター外壁・防水工事およ
び本山学生福音センター建設のための特別
献金:2/3時点で、511万円の特別献金があ
り、目標金額500万円を達成することができ
ました。ハレルヤ! 主を賛美します。 

3. リジョイスガーデン雪遊びブレンディング： 
2/11（土）10:30-15:30 
各集会所9:45集合、10:00出発 
天候上、雪が無ければ中止です。 

4. 関西・四国・東海ブレンディング集会： 
2/18（土）10:00‐11:00＠魚崎 

5. 高校・大学受験セミナー： 
2/19（主）13:45-15:30＠本山 

6. 土曜8:30-9:00の預言準備集会2月担当： 
2/11 本山G 
2/18 三宮・神戸 
2/25 YPG 

7. 福音集会2月担当： 
2/12 魚崎・六アイ、2/19 YPG、2/26 六甲 



 

 

CP1持续向神圣三一的分赐敞开，持有美好的
灵，享受分赐并长大以至建造 

III以弗所书的整个启示，说到召会这基督身体
的产生、存在、长大、建造和争战，乃是由神圣
的经纶以及神圣的三一神圣的分赐到基督身体的
肢体里所组成的；因此，以弗所书的中心要点乃
是神圣的三一神圣地分赐到信徒里面。 
A一章揭示父神如何在永远里拣选并预定这些肢
体，子神如何救赎他们，灵神如何作凭质印他
们，借此将祂自己分赐到祂的信徒里面，以形成
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
的丰满。 
弗 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
了我们， 
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 
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13 你们…也在祂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应
许的圣灵为印记。 
22 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
丰满。 
2父神分赐的结果说出神永远的定旨，子神分赐的
结果说出神永远定旨的完成，灵神分赐的结果说
出神所完成之定旨的应用。 
3因着超越的基督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所以
祂超越的输供包括了三一神一切丰富的 分赐；三
一神三重的分赐，包括在超越基督的输供里，也
完成并终结于超越基督包罗万有的输供。 

以弗所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用三重的分赐来
祝福信徒—首先借着父，第二借着子，第三借着
灵。至终，这分赐要由超越之基督的输供来完
成。…神的三一分赐的结果，乃是许多的儿子、
神的产业、以及我们的基业。但这时还没有召会，
直到超越的基督进来输供神分赐的总和。许多的
儿子、神的基业、我们的基业、以及超越基督的
输供，终极完成于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神的计划，经纶，是把神自己分赐给信徒，

产生建造基督的身体。因此，请你在学校和公司
的实际生活中，经历和享受神圣的分赐。你是因
为接受了分赐而得救了。之后的成长也完全取决
于分赐。 

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是持续向分赐敞开，享受
分赐。当你学习的时候，请做如下祷告“主耶稣，
我学习的时候，不能像外邦人那样，只是为了自
己而努力。我在神圣的分赐中享受神，在主里，
与主一起，为了主而学习。如果离开享受分赐，
对我来说神的经纶就无用。所以，我接受并操练
在神圣三一父子圣灵的神圣分赐下生活。我借着
分赐，可以停留在神的计划中，得到祝福，可以
完成神的经纶，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但以理
6:1 大利乌随心所愿，在全国立了一百二十个总
督，治理通国，2 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
（但以理为其中之一，），…3 因这但以理有美
好的灵，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
想立他治理通国。但以理在当时最高的国家中，
是众多领导者者中杰出的领导者。他之所以优秀，
是因为他里面有美好的灵。 

作为新约信徒的你，也有美好的灵。提后1:7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
并清明自守的灵。神圣的分赐，在你的灵里发生。
因此，美好的灵是在神的分赐中敞开、接受进来
的灵。之后，分赐就会从灵扩大到心。神经过成
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和升天的过程，将
超越的基督传输给我们。这个传输中包含着神圣
的分赐。愿你总是向这传输和分赐不断敞开，持
有一个美好的灵，能像但以理一样，成为对神和
人都有用的人。 
祷告哦主耶稣，神的神圣的经纶，就是把神圣的三
一分赐到作为基督身体肢体的我里面。我可以在学
校和公司的实际生活中，经历和享受神圣的分赐。
特别是在学习的时候，愿能持续向神圣的传输和分
赐敞开。成为能像但以理一样拥有美好的灵，对神
和人都有用的人。



 

 

CP2向神圣的分赐敞开，凭信心否认外面的人，
并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IIIC在三章，使徒祷告父神，叫信徒借着灵神，
得以用大能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子神） 
安家在他们心里，就是占有他们全人，使他们 
被充满，成为三一神一切的丰满；这乃是信徒 
经历并有分于神在其神圣三一里的最高点。 
以弗所3:14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16 愿祂照
着祂荣耀的丰富，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
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17 使基督借着信，安
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2这三者都不为自己行事，乃为三一神的丰满行
事；这是神圣三一的一幅美丽图画｡ 

假定你周五傍晚下班，回家时很下沉，垂
头丧气。这一天过得很不好，什么事都不顺利。
你回到家就对你的妻子儿女不高兴。…你越想
你的情形，越觉得不好。这时候你需要记住保
罗的话：“我向父屈膝，…愿祂…借着祂的灵，
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然后
你应当宣告说，“撒但，退去吧！我要进到我
里面的人里。”你如果转向你里面的人，你就
要受激励，得加强。你如果继续祷告几分钟，
你就要更得着加强。这样的加强甚至吞灭你肉
身的软弱和疲倦。…当你说累了，你是在你旧
人里，就是外面的人里，在心思里。你需要得
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不要停留在外面的人里。
你也许累了，但祂并不疲倦。住在你里面的比
你刚强多了，祂从不疲倦。祂要使你得以加强
到里面的人里。…当我们得以加强到我们里面
的人里，基督就能安家在我们心里。基督安家
在我们心里是一件大事。这乃是基督自己完全
定居在我们里面。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见证我每天忙碌工作了一天后，筋疲力尽。回
到家后，我多次经历到参加聚会时，里面变得
新鲜，身体的疲倦也得到医治。但是当我在工
作中烦恼时，在聚会中自己很难向涌流的灵敞
开。这时，我想起了以下的圣经的话。 
马太6:24 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
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
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25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
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食物么？身体
不胜于衣服么? 26 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们既
不种，也不收，又不收积在仓里，你们的天父
尚且养活它们。你们不比它们贵重么？ 28 你们
何必为衣服忧虑？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苦，也不纺线。30 小信
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存在，明天就丢在
炉里，神尚且这样给它穿戴，何况你们？31 所
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披
戴什么。32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
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4 所
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
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以前有读
过这圣经的话，但我认为我必须为我的生活努
力工作，对关于信靠主的事上有帕子，无法理
解。但是通过我在职生活中的经历，我开始明
白了。 

我发现我就算知道外面的人烦恼也没有用，
还是在烦恼。这也是不信靠神的表现。我祷告
说“我的魂，旧人，外面的人，我的心思都是
置于撒但，没有意义的烦恼，甚至沉迷于烦恼。
外面的人，停止工作！魔鬼撒但，退到我后面
去！我呼求主名，向父的加强敞开，照着里面
的人而行！”。通过这样祷告，就可以向神圣
的分赐敞开，也可以变得更新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