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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 

为着完成神永远的定旨 

读经：弗三11，创一26～27，罗八11、28，提后一9，约壹五11～12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创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

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创1: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罗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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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提后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

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壹 神永远的定旨就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为着将来的永远所定的永远计划—弗三

11：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一 神自己是祂永远定旨的起始、起源和范围—一9： 
弗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1 神造人的定旨是要人彰显祂并代表祂；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人，以彰显

祂并代表祂—创一26～27。 

创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创1: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2 万有都为神的定旨效力，并且没有任何事物能推翻这定旨—罗八28～29。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

人。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 

二 神的定旨是要得着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借此彰显祂自己—弗一5、9、11、22～
23： 
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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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弗1:11 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

也就在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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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旨意、喜悦和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得着召会—三9～11。 

弗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2 神定意要作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一班人作基督活的身体，以彰显三一神—四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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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5 一主，一信，一浸； 
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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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神在宇宙中的定旨，乃是要作出一班人和祂一式一样；这就是圣经里专一的题目—约

一12～13，约壹三2： 
约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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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13 这等人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思生的，乃是从

神生的。 
约壹3:2 亲爱的，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晓得祂若显现，我

们必要象祂；因为我们必要看见祂，正如祂所是的。 

1 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

上与祂一式一样，只是无分于神格，使祂得着扩大并扩展的彰显—弗三2、8～11。 

弗3:2 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 
弗3:8 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 
弗3:9 并将那历世历代隐藏在创造万有之神里的奥秘有何等的经纶，向众人照明， 
弗3:10 为要借着召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 
弗3:11 这是照着祂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 

2 他们要在生命、性情、形像、形状、光辉、荣耀，甚至外面的显出上，都和神一

样—启四2～3，二一10～11、18。 

启4:2 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启4:3 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象碧玉和红宝石，又有虹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

子好象绿宝石。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指给我看。 
启21: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象碧玉，明如水晶； 
启21:18 墙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 

3 神永远的定旨乃是将自己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作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作他们

的生命、性情和一切，使他们被神浸透—弗三17。 

弗3:17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 

四 神按祂自己的定旨拯救我们并呼召我们，现今祂的定旨应当成为我们的目的—罗八28
～29，提后一9，三10：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

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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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后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

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提后3:10 但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1 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救恩；神救恩的目的乃是要祂所创造并救赎的人在祂的儿

子里得着永远的生命，并被模成祂儿子的形像，使祂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约壹五11～12，罗八29。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 

2 救恩包括使我们从没有意义的人生中蒙拯救—传一2： 

传1:2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a 神的福音把我们从没有人生的意义，救到了宇宙的意义里—启四11。 

启4:11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能力的，因为你创造了万

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 

b 人原来为神所创造，是非常有意义和目的的；可惜人堕落了，人生的意义失落

了—创一26～27。 

创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

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创1: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

女。 

c 神用祂的救恩拯救我们，带我们回到原初的目的，就是宇宙的意义—提后一9，罗

八28。 

提后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

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罗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 

五 神永远定旨的完成，乃是借着神圣的生命分赐到祂所拣选并救赎的三部分人里；神的

生命作到人里面，就在人里面起新陈代谢的作用，使人变化而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

与神一样—约三15，约壹五11～12，林后三18，罗八29。 
约3:15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远的生命。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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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8:29 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

长子。 

贰 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这思想贯穿整本圣经，从创世记直到启示录—创一

26～27，二8～9、16～17，三1～6、22～24，诗三六8～9，约三16，弗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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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启二一1～2、10～11，二二1～2、14： 
创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创1: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创2:8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栽植了一个园子，把所塑造的人安放在那里。 
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

树，还有善恶知识树。 
创2:16 耶和华神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创2:17 只是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3:1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

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 
创3:2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创3:3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创3: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创3:5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 
创3: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与她一起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创3:22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

吃，就永远活着。 
创3:23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自之土。 
创3:24 于是把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

生命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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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36:9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约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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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4:17 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象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

行事为人，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神的

生命隔绝了； 
启21:1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启21:2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

夫。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

看。 
启21:11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象碧玉，明如水晶；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

出来。 
启22:2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产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出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

万民。 
启22:14 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 

一 神按祂的形像造人，目的是要人接受祂作生命—创一26～27，二9，约壹五11～12。 
创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

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创1: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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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2:9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园子当中有

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二 神要作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彰显祂；这是神心头的愿望—约一4，十10，十一25，西一

15，林后三18，弗一5。 
约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西1:15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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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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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为着完成祂的定旨，神要作活水的泉源，源头，满足祂的选民，使他们得享受—耶二

13： 
耶2:13 因为我的百姓，作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

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1 这享受的目标是要产生召会作神的扩增，神的扩大，好成为神的丰满，使祂得着彰

显—弗一22～23。 

弗1:22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万有的头； 
弗1:23 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2 神作活水的泉源给祂的选民喝，因为祂有一个目的—要为自己产生配偶，新妇—约

三29，启十九7～8： 

约3:29 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祂，因着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所

以我这喜乐满足了。 
启19:7 我们要喜乐欢腾，将荣耀归与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

好了。 
启19:8 又赐她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a 神分赐祂自己作为活水，祂的用意乃是要产生祂的扩增，祂的扩大，使祂得着彰

显—西二19。 

西2:19 不持定元首；本于祂，全身借着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

就以神的增长而长大。 

b 除了神自己作活水的泉源以外，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除了神分赐到我们里面以

外，也没有什么能使我们成为祂的扩增，使祂得着彰显—约四13～14，七37，启

二二17。 

约4: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约4: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

涌入永远的生命。 
约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

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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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22:17 那灵和新妇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

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四 神圣的生命可视为神首要且基本的属性—弗四18，约五26，约壹五11～12，罗八2：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与

神的生命隔绝了； 
约5:26 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 
约壹5:11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这生命也是在祂儿子里面。 
约壹5:12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罗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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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照着神的生命神圣、永远的性质，神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唯有神的生命才算是生

命—约一4，十10，十一25，十四6。 

约1:4 生命在祂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10:10 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

丰盛。 
约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约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2 生命就是神的内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是神的所是，而神的流出是祂自己作生命

分赐给我们—弗四18，启二二1。 

弗4:18 他们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着那在他们里面的无知，因着他们心里的刚硬，

与神的生命隔绝了；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

宝座流出来。 

3 生命乃是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并活在我们里面—罗八11。 

罗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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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神要作我们生命和所是的泉源，独一的源头；当我们以祂作生命的泉源，祂就对我们

成为神殿的肥甘、使人满足的河、与生命的光—诗三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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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36:9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六 三一神已经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为要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约一14，十

二24，二十22，七37～39，罗八11：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

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约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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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20:22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入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约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约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约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

得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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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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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神的经纶就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人由祂的所是所构成；这唯有

借着神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作神圣的生命，才能完成—2、6、10～11节。 

罗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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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8:6 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 
罗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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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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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借着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生命，神就能完成祂的定旨，使祂得着祂自己团体

的彰显，直到永远—启二一9～10，二二1。 

启21:9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来，我要将

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 
启21:10 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

指给我看。 
启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

宝座流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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