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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晨兴

神的旨意

第三篇 祷告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新、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旧约读经一年一遍 结一1～ 28 二1～五17 六1～九11 十1～十二28 十三1～十五8 十六1～十七24 十八1～二十44
新约读经一年一遍 彼后一1～ 4 一5～ 18 一19～二3 二4～ 22 三1～ 9 三10～ 14 三15～ 18

 报告事项

一、下週六(6/6)有姊妹們的線上課程，陳實兄弟將在 Zoom現場直播。時間表如下：
10:00-11:30 am - Session 1 11:30-12:00 noon - Break 12:00-1:30pm - Session 2

二、 2020年夏季训练将于线上举行，没有现场训练。录影训练的报名截止时间为 6月 15日。请向
各区排负责弟兄报名。报名费$100。

三、麦金尼、布兰诺召会的 2020儿童圣经营将延后等候通知。
布兰诺

一、 6月 7日(主日)下午 2點在線上 Zoom會議室有兒童服事者及父母的交通，會議詳情會隨 Email
寄送。

二、我们开通了网上支付。弟兄姊妹的奉献款可以寄支票到会所，或者 Zelle到
cip2525custer@gmail.com，或者在 https://churchinplano.org/donations点击 Donate按钮。

本周问题：
1.在宇宙中有几个意志？神如何能在地上有所行动？
2.我们如何借着与神联合的祷告来成功祂的旨意？

3.什么是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有效祷告？

 聚会例会
日期 时间 聚会 地点

主日 04:00 PM 华语祷研背讲预备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三

10:00 AM 华语姊妹聚会 在线上聚会

11:30 AM 麦金尼姊妹祷告聚会 在线上聚会

07:30 PM 祷告、事奉聚会 (麦金尼) 在线上聚会

08:00 PM 祷告、事奉聚会 在线上聚会

周四 10:00 AM 長青聚会 暂时停止

周六
09:30 AM 布兰诺英语祷研背讲 在线上聚会

06:30 PM 青少年聚会 暂时停止

 预告
日期 聚会 地点

06月 29日 ─ 07月 04日 2020年夏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10月 01日 ─ 10月 03日 2020年秋季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 俄国，莫斯科

11月 26日 ─ 11月 29日 2020年感恩节特会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12月 21日 ─ 12月 26日 2020年冬季训练 加州，安那翰

 祷告事项
一、为 UTD和 CC校园工作及扶持 UTD新生读经小组祷告。
二、为圣徒进入对主话的享受并在主日聚会尽功用祷告。

三、为需要更多圣徒来服事青少年祷告。

四、为更多圣徒(尤其在职圣徒)参加周三祷告聚会祷告。

五、为圣徒形成祷告，读经和福音活力排祷告。

六、为各区、各小排或个别圣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祷告。

七、求主供应圣徒们和全时间者，借着电话、讲座和个人访问与

收到圣经恢复本的人继续联络。

 上周聚会人数统计
排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长青 英一英二英三英四英五韩一 合计 UTD 周三祷告 主日儿童 主日

布兰诺召会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08 186
麦金尼召会 FN ME GV MS AE 0 FC 0 0
主日分区 P1 54 P2 41 P3 54 P4 54 ME 91 FE FC NB 祷告分区 P1 16 P2 11 P3 23 P4 50 FC 8 ME



第三系列 第二课 神圣的分赐

壹 神的分赐是为着神的经纶：
一 将神自己分赐给人：

1 第一步－成为肉体－约一 14。
约一 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

祂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2 第二步－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
林前十五 45 下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

二 使信徒重生、变化并得荣－约三 6，罗十二 2，八 17。
约三 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罗十二 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

并纯全的旨意。
罗八 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只要我们与祂一同受苦，

好叫我们也与祂一同得荣耀。

贰 在以弗所一章里的神圣分赐：
一 父的拣选和预定－弗一 4～5。

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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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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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子的救赎－弗一 7。
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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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灵的印记和凭质－弗一 13～14。
弗一 13 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

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弗一 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

叁 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的完成：
一 三一神成为肉体，将自己当作恩典与实际，来分赐与人－约一 1，14 上，16。

约一 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
约一 14 上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
约一 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二 三一神将子当作永远的生命，分赐与信祂的人－约三 16。
约三 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

三 子受死，释放神圣的生命，分赐与祂身体的各肢体－约十二 24。
约十二 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

多子粒来。

四 子复活，化身成灵，作三一神终极的完成，将三一神分赐到信徒里面－约二十 8～9，19，22。
约二十 8 那时，先到坟墓的那另一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
约二十 9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经书所说的，就是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
约二十 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

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约二十 22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五 子是在万有之上，承受万有的，为神差来说神的话，分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约三 31～36。
约三 31 那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出于地的，是属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于地。那从

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
约三 32 祂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祂的见证。



约三 33 那领受祂见证的，就盖上印，证明神是真的。
约三 34 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祂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
约三 35 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祂手里。
约三 36 信入子的人有永远的生命；不信从子的人不得见生命，神的震怒却停留在他身上。

肆 信徒对神分赐的经历：
一 生命之灵的律－神圣三一的分赐成为信徒里面生命之灵的律－罗八 2。

罗八 2 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二 灵－因着在我们的灵里得重生，使我们的灵成为生命－罗八 10。
罗八 10 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

三 魂－我们将心思置于灵，使我们魂里的心思成为生命－罗八 6。
罗八 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四 体－靠着内住的灵治死我们身体的行为，使我们必死的身体也得着生命－罗八 11。
罗八 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

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伍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产生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弗一 23：
弗一 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一 作基督的身体－弗一 23 上。

二 作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弗一 23 下。

问答：
一 请根据圣经，简述神如何将祂自己分赐给人。
二 请简述在以弗所一章里的神圣分赐。
三 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是如何完成的？
四 请简述信徒对神分赐的经历。

参用诗歌：382 首



神的分赐是为着神的经纶

将神自己分赐给人
神为着将祂自己分赐给人，第一步就来成为肉体，成为人。（约一 14。）祂在肉体里的时候，一面祂是神的

羔羊，除去人的罪。（29。）一面祂是铜蛇，表明祂成为肉体，乃是成为罪之肉体的样式，（罗八 3，）就是铜
蛇的形状，有蛇形而无蛇毒。当祂在肉体里，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时，就毁坏了古蛇撒但。（约三 14，十二
31。）另一面，祂也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将神的生命释放出来。（24。）
神为着将祂自己分赐给人，第二步乃是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这两步有两个‘成为’，先是

成为肉体，然后是成为赐生命的灵。成为肉体是来成功救赎，并将神的生命释放出来。成为赐生命的灵是要将祂
自己这灵分赐到人里面，作人的生命。基督乃是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预备好了给信祂的人接受。我们一信
入祂，在复活里的生命之灵就进入我们的灵里，（罗八 16，）并且住在我们的灵里。（11。）

使信徒重生、变化并得荣
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先来重生我们的灵，（约三 5～6，）使我们在人天然的生命之外，得着神

永远的生命，作为新人的新源头和新元素。接着，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向外扩展，变化我们的
魂。我们若将心思－魂的主要部分－置于灵，而与主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和工作配合，我们的心思就会得以更
新。（罗十二 2。）我们的心思既被更新，与心思同作魂其他部分的意志与情感，也自然随着更新。这样，神的
生命和性情，就得以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新陈代谢的变化成祂的形像，彰显祂。（林后三 17～18。）
最终，祂还要变化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得赎进入祂的荣耀，叫我们全人和祂完全相似。（罗八 17，

23，腓三 21，约壹三 2。）这是神救恩的终极完成。神在祂的救恩里，首先重生我们的灵，现今变化我们的魂，
最终要将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使我们全人三部分都被那灵浸透，而与基督完全相似。这些都是神圣三一在我们
身上的分赐。（神的经纶与分赐，一九至二一页。）

在以弗所一章里的神圣分赐

父的拣选和预定
我们必须对神的分赐有一个鸟瞰，有一个概括的认识。以弗所一章刚好可以分为三段，说出父、子、灵在神圣

三一里的神圣分赐。一至六节说到父的拣选和预定。父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4。）这是在过去的永
远里。神按着祂的定旨和先见，在创造我们之前就拣选了我们。
神的拣选不是在时间里定的，乃是在永世里。在创立世界以前，神拣选了我们。在亿万人中，在我们未出生之

前，祂就预先看见我们，并且选定了我们。这就是神的预定，意思就是预先标出我们。神预先标出我们，乃是命
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5，）叫我们不仅有生命成为神的儿子，也有地位承受神的一切。

子的救赎
七至十二节说到子的救赎。虽然神喜悦我们，并且拣选、预定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祂恩典的对象，但在受造之

后，我们堕落了；因此我们需要救赎，就是神在基督里，借着祂的血为我们成就的。（7。）
子的救赎是借着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流的血。（彼前一 18～19。）因着子在十字架上包罗万有的死满

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祂的血就成了我们蒙救赎的凭藉。

灵的印记和凭质
以弗所一章十三至二十三节说到灵的印记和凭质。父是源头，子是彰显，灵是临及。源头的父照着祂的计划，

在永远里拣选、预定我们；彰显的子照着父所计划的，在时间里成功了救赎；临及的灵实施子照着父的计划所成
功的，作我们的印记和凭质。
今天，我们都已经听见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

灵为印记。（13。）我们一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印记就永不会消褪，永不会失落。但是圣灵的盖印，就是圣灵在
我们身上的印涂，不是一件一次就永远成就的事。反之，这印涂仍在进行中。印记是当我们相信时就放在我们里
面的。印涂却是从那时一直继续到现在，并且还要继续到我们身体得赎的日子。（14。）圣灵是印记，也正在印
涂。祂仍然在我们身上印涂。



这个印涂要从我们的灵里一直的扩展，扩散到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的魂仍然没
有完全被浸透。即使我们的魂被浸透了，我们的身体还是没有印涂。我们需要一直的印涂，把我们的全人完全的
浸透。我们就像一张纸，或一颗棉花球，当我们接受圣灵的盖印，我们这一张纸，或这一颗棉花球就开始被浸
润、渗透。今天这位盖印、印涂的灵，乃是将包罗万有的基督一切所是的、所达到的、所得着的，都印涂到我们
里面，（19～22，）使我们众人都成为一，这就是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23。）（二四至二七页。）

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的完成

三一神成为肉体，将自己当作恩典与实际，来分赐与人
在三一神成为肉体之前，神圣的分赐尚未实现，乃是一直等到创造之后四千年，基督降生，成为人；这是神将

祂自己分赐给人的第一步。约翰一章给我们看见，那太初就是神的话，成了肉体，来到人中间，丰满的有恩典和
实际。（1，14 上。）这话成为肉体，乃是三一神成为肉体的人，使神进入有罪的人，与有罪的人联结为一；但
只有这有罪之人的样式，没有这有罪之人的罪，由摩西在旷野所举起的铜蛇所预表。（三 14。）如此，祂成了
一位无罪的神而人者－神人，是完整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兼有神人二性。祂就是以赛亚九章六节所预言的那
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祂名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祂是婴孩，却是神；祂是
子，又是父。祂是奥妙的神人。
不仅如此，所有信祂的人也都成了神人。约翰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说，‘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祂就

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从人生的，就是人；从神生的，也就是神。但这不是
说，我们这些从神生的人有神的神格；我们并没有神的身位，要给人敬拜；但按着生命说，我们和神一样。神重
生我们，把祂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像我们都是父亲生的，有他的生命。他是人，我们从他而生，也是人，但我
们却没有父亲的身位。从这一面看，我们和重生我们的神一样，也是神人。
当三一神成为肉体，便将祂自己当作恩典与实际，分赐与人。这恩典乃是神来给人享受，这实际乃是神来给人

得着。在约翰四章，主耶稣特意到了撒玛利亚的叙加，坐在雅各井旁，等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主耶稣对
她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又说，‘人若
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10，14。）主耶稣将活水白白赐给人，无需代价，不费工夫，这就是恩典；并
且这活水能赐人生命的满足，解人深处的干渴，这就是实际。这活水就是三一神，父、子、灵，父显现于子，子
实化于灵，分赐到人里面。约翰七章主耶稣也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要
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之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37～39。）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结；祂
是活水，白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恩典；我们得着祂，就消除干渴，不再虚空，这就是实际。
再看约翰九章，那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这世界的光临到了他，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要他

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来的时候，就看见了。（1～7。）他没有出代价，却白白的得了医治，这是
神的恩典；主耶稣这世界的光使他能看见，不再眼瞎，这是神的实际。

三一神将子当作永远的生命，分赐与信祂的人
子作为神的恩典与实际，分赐给信祂的人，也就是将永远的生命，祂这神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约三

16。）

子受死，释放神圣的生命，分赐与祂身体的各肢体
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那神圣的麦粒，藏着神圣的生命和荣耀，借着死，将祂的体壳破

裂，释放出神圣的生命，产生许多的子粒，作成一个饼，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成为祂的扩增，彰显祂的荣
耀。这就是神圣的分赐。

子复活，化身成灵，作三一神终极的完成，将三一神分赐到信徒里面
主一进入复活，就成了赐生命的灵。那太初就有的话，就是三一神自己，成为肉体，经历人生、钉死、复活，

至终，在复活里成了那灵，作三一神终极的完成。
主在复活的那天晚上，来到门徒们中间，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约二十 22。）在这

里，圣灵实际上就是复活的基督自己，因为这灵乃是祂的气。那太初就有的话，至终成了这一口气，就是三一神



自己。父是源头，子是流出，灵是实化。三一神实化为这赐生命的灵，就好比大西瓜成了西瓜汁，很容易为人所
接受。所以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都得以喝一位灵。’借此，三一神便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
和一切。这就是神圣三一之神圣分赐的完成。

子是在万有之上，承受万有的，为神差来说神的话，分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
约翰三章启示出这位成为肉体，死而复活，化身成为那灵的子，乃是在万有之上，且是承受万有的，又是神所

差来为神说话的。神在古时是借着众申言者说话，但在新约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来一 1。）子就是神自己，
是彰显出来的神。祂在地上的时候，无论是教训人、传福音或讲道，无论是在山上、在海边或屋内，祂所说的都
是父神的话。
按着圣经的原则来说，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听见神的话，就是听见神；接受神的话，就是接受神。不仅如此，

话与灵是分不开的，话就是灵。（约六 63。）主耶稣在地上时，祂不仅为神说话，并且也来分赐那灵；（三
34；）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借着这个无限量的分赐，经过种种过程的三一神，就注入到我们里面，成了
我们的一切。（关于神圣分赐更深的研读，八至一二页。）

信徒对神分赐的经历
这位经过种种过程，并且已经分赐到我们里面的三一神，祂自己就是生命之灵的律。（罗八 2。）这个赐生命

之灵的律，乃是三一神在信徒里面作生命自动自发的功能。三一神经过了过程，已经安置在我们里面，并且照着
律而不是照着活动，在我们里面运行。如今祂乃是一个律，在我们里面运行。祂不仅是以全能神的身分，在我们
里面运行，更是以一个律，自发的运行着变化我们。现今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在灵里与三一神这生命的功能合
作。
我们对于神圣三一分赐的经历，乃是先在我们的灵里得重生，使我们的灵成为生命；（罗八 10；）然后继续

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使我们魂里的心思成为生命；（6下；）再靠着内住的灵治死我们身体的行为，使我们必
死的身体也得着生命；（13，11；）并且只照着灵生活行事。（4。）这样，我们全人就被灵浸透，而完满的经
历神圣三一在我们三部分人里的分赐，我们就天天经历三一神在我们里面的扩增。这就是生命的长大，一直达到
生命的成熟，享受神同在的一切福分。（神的经纶与分赐，二一至二二页。）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产生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基督在我们里面，就像电一样。每一天祂都在传输，这个传输就是分赐。这个传输，这个分赐的结果乃是召会

的产生。这召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因为基督是伟大的，包罗万有，延展无限，在
万有中充满万有的，所以祂需要一个宇宙的身体，就是召会。父的分赐，子的分赐，灵的分赐，加上基督那超越
一切的传输，把祂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结果就产生出召会。召会不是组织，也不仅是信徒的聚集，乃是我们都
享受神圣三一的分赐，而后来在一起彼此把这分赐传输出去，成为别人的享受。这才是召会。（关于神圣分赐更
深的研读，一三七至一三八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