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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与神圣三一同活（一） 
与基督这以马内利同活， 

并有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诗 290， 补 431 
读经：太一 21～23，十八 20，二八 20，提后四 22，约十四 17 

【周一】 

壹 活在神圣的三一里，就是住留在祂里面，停留在祂里面，以
祂作我们的家而居住在祂里面；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让祂
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祂的同在，祂的人位，作我们的享
受—约十五 4： 

一 这住留的灵，即内住的灵，乃是我们与三一神互相住留、互相

内住的元素和范围—约壹四 13，16 下。 
二 我们需要对新约的整个启示有鸟瞰的眼光—新约的四分之一与

我们活在三一神里有关，四分之三与我们与三一神同活有关。 

贰 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与基督这以马内利同活—“看哪，必
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
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太一 23： 

一 神的心意是要将祂自己作为生命，（罗八 2，6，10～11，）分

赐到我们这三部分—灵、魂、体—的人里，使我们成为祂的众

子，（14～15，19，23，29，17，）好构成基督的身体，（十

二 4～5，）使我们可以成为新耶路撒冷这生命的城。（启二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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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要经历三一神作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就需要是与基督这

以马内利同活的人；马太福音是一卷论到以马内利—神成为肉

体与我们同在—的书—一 21～23。 
三 耶稣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1 祂在我们的聚集中与我们同在—十八 20。 

2 祂天天与我们同在—二八 20。 

3 祂在我们灵里与我们同在—提后四 22： 

a 今天我们的灵就是以马内利的地—赛八 7～8。 

b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仇敌绝不能占取以马内利的地—10 节，参约壹五 4，
约三 6。 

【周二】 

四 实际的以马内利，乃是实际的灵，作为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在我

们灵里的同在；祂与我们的同在一直在我们的灵里，不仅是天

天的，也是时时刻刻的—一 14，十四 16～20，林前十五 45
下，提后四 22： 

1 我们聚集在一起，教训三一神的圣言，就能享受祂的同在—太十八 20，

二八 20，诗一一九 130，徒六 4。 

2 我们借着作三一神同在的那灵，享受恩典与平安—加六 18，徒九 31。 

3 那灵的引导和见证，就是祂的同在—罗八 14，16。 

4 我们借着三一神作为那灵的同在，享受三一神的分赐—林后十三 14。 

五 我们要与基督这以马内利同活，就需要在祂神圣的同在里，祂

的同在就是赐生命的灵作为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加五 25： 
1 与基督同活，我们仍然活着，但不是单凭我们自己，乃凭基督这以马内利

活在我们里面并与我们同活；三一神无法在我们外面完成祂将自己分赐到

我们里面的心意；因此，祂与我们的同在必须是里面的—二 20。 

2 以马内利是我们的生命和人位，我们是祂的器官，与祂一同生活如同一人；

我们的得胜在于以马内利，耶稣的同在。 

3 我们若有主的同在，就有智慧、眼光、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认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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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在对我们乃是一切—林后二 10，四 6～7，加五 25，创五 22～24，
来十一 5～6。 

【周三】 

六 我们若要进入、据有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地的实际，就

必须是凭主的同在而作；主应许摩西：“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

我必使你得安息；”（出三三 14；）神的同在就是祂的道路，

就是将我们（祂的子民）当行的路指示我们的“地图”： 
1 我们要为着神的建造完全得着并据有基督这包罗万有的地，就必须抓牢这

一个原则：神的同在乃是一切问题的准则；我们无论作什么，都必须注意

我们有否神的同在；我们若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但我们若失去神的同

在，就失去一切—太一 23，提后四 22，加六 18，诗二七 4，8，五一

11，林后二 10。 

2 主的同在，主的微笑，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学习受主直接、头手的同

在（不是祂间接的同在）的保守、掌管、管理并指引。 

3 “我年轻时，人教导我各种得胜、圣别、并属灵的方法。然而，这些方法

没有一样管用。至终，经过六十八年以上的经历，我发现除了主的同在以

外，没有一样管用。祂与我们同在，乃是一切”—约书亚记生命读经，五

八至五九页。 

七 整个新约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现今是这伟大以马内利的一部分，

这以马内利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新约

开始于一个神人，祂是神与我们同在”，结束于一个伟大的神

人，新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的所在”—太一 23，林前六

17，徒九 4，提前三 15～16，启二一 3，22，结四八 35。 

【周四】 

叁 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有复活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加二 20
下，腓一 19～21 上： 

一 复活是一个人位，因为基督说，祂就是复活；（约十一 25；）

赐生命的灵作为实际的灵乃是复活基督和基督复活大能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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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五 45 下，约十四 17，十六 13，约壹五 6，腓三 10，
出三十 22～25。） 

二 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们借着内住的灵并借着外面的环境，

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之下；外面的环境与内里的那灵合作，以杀

死我们天然的人，使我们里面复活的基督得着显明—罗八 9～
10，13 下，28～29，林后四 7～18： 

1 我们若想要从神为我们所安排的环境里逃走，就不会有喜乐和平安；当我

们留在这受限制的环境里，就能经历复活—弗四 1，六 20，林后一 8～9，
12。 

2 我们要经历那灵作复活基督的实际，就需要转到我们的灵里祷告、赞美、

唱诗、或与神交谈；诗篇十八篇的标题指明，这篇诗乃是大卫与神圣的神

在人性水平上的谈话，含示大卫与神的亲密；我们和神谈话十分钟并与祂

商量之后，就会火热并满了那灵作复活的实际。 

【周五】 

三 耶稣的人性乃是祂在复活中的人性生命；主的迷人和顾惜人不

是天然的，乃是凭祂在人性里复活的生命；祂在复活里过人性

的生活，不是凭自己，乃是凭另一个源头，就是祂的父—约五

19，30，十四 24： 
1 因为耶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活神圣的生命，所以祂的人性生活就成为一个

奥秘；作为主的门徒，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人性生活中活神圣的生命，以显

大基督—罗十三 14，加二 20，腓一 19～21。 

2 跟从基督的人作门徒受训练，乃是借着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作神人的

模型—借着在人性里否认祂自己而活神，（约五 19，30，）彻底改变了

他们对人的观念。（腓三 10，一 21 上。） 

3 我们都需要作主的门徒受训练，成为神圣且奥秘的人；我们应当凭复活中

神圣奥秘的生命顾惜人；“在复活中”意思是说，在我们照顾人的事上，

没有一点是天然的。 

【周六】 

四 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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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复活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杏—民十

七 8： 
1 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

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幕内见证的版前；（十七 4；）神说，

“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5 节。 

2 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枯死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哪一根

就是神所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而事奉的根据乃

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

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 

3 一切事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各首领，

只把亚伦那根杖留在约柜里，作永远的记念；这意思是，复活乃是事奉神

的永远原则—9～10 节。 

4 亚伦的杖发芽之后，他没有任何立场可以骄傲；他的经历表明，一切都在

于神的恩典和怜悯，是我们自己办不到的—林后十二7～9，罗九 15～16，
21，23，路一 78～79。 

5 因着我们之所以够资格乃是出于神，我们没有任何立场可以骄傲；愚昧的

人才会说自己比别人好；（林后三 5，太二六 33，约二一 15，参可十一 9；）

谦卑救我们免去各种的毁坏，而邀来神的恩典。（林后十二 7～9，雅四 6，
参罗十二 3，加五 26，太十八 3～4，二十 20～28，林后四 5。） 

6 复活即不是出乎天然生命的，不是出乎自己的，不是凭自己所能的；复活

是我们来不及、办不到的—一 8～9，四 7。 

7 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

们不能；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作的—一 12，腓三 10～11。 

8 凡是我们能作的，都是在天然的范围里；我们不能作的，才是在复活的范

围里；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太十九 26，可十 27，路

十八 27。 

9 我们需要看见，作基督徒和得胜者不仅困难，而且不可能；唯有那位经过

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包罗万有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才能作基督

徒和得胜者；当我们有需要，有所不能时，或者当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时，

我们能向祂诉说；然后祂这活在我们里面的一位，就会进来面对环境，作

所需要作的一切，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活基督—腓四 5～7，12，一 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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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周一 

晨兴喂养 
约十五 4“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

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约壹四 13“神已将祂的灵赐给我们，在此就知道我们住在祂里面，祂

也住在我们里面。” 

太一 23“‘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活在神圣三一里就是以祂作我们的家，而居住在祂里面。活在祂

里面，就是住留在祂里面，停留在祂里面。…祂是否住在我们里面，

乃在于我们是否住在祂里面。活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乃是我们对

三一神之享受的头一部分。…我们享受的第二部分…由主论到祂住在

我们里面的话表达出来。祂住在我们里面，就把祂的同在带给我们，

这样，我们就与祂同活。活在祂里面，把我们放在享受祂的地位上。

与祂同活乃是享受的本身。与神圣三一同活，就是享受神圣的三一。 
我们需要对新约的整个启示有鸟瞰的眼光…就是，新约的四分之

一与我们活在三一神里有关，四分之三与我们与三一神同活有关。（李

常受文集一九八八年第一册，四九二、四九四页。） 

信息选读 
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那灵，（雅四 5，罗八 9，11，）乃是我们

灵中的见证人，（16，）见证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这

居住的灵，即内住的灵，乃是我们与神互相居住、互相内住的元素和

范围。祂使我们确信，我们与神是一，彼此居住，且互相内住。这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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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地用祂的爱彼此相爱（约壹四 12）的生活得着证明。（圣经

恢复本，约壹四 13 注 2。） 
耶稣一点不差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经历。神告诉我们，

祂的名是耶稣。但我们接受祂并经历祂时，我们说耶稣是神与我们同

在。…我们经历耶稣时，祂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若

经历〔耶稣〕，立刻会说，“这是神！这不是远离我们的神，或在诸天

之上的神，乃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耶稣是我们的救恩。我们经历

这救恩之后，我们说，“这是神与我们同在，成了我们的救恩。”耶

稣是我们的忍耐。但我们经历祂作我们的忍耐时，我们说，“这忍耐

是神与我同在。”耶稣是道路和真理，但我们经历祂作道路和真理时，

我们说，“这道路和这真理就是神与我同在。” 
每当我们被聚集到耶稣的名里，祂就与我们同在。（太十八 20。）

这…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聚会中，耶稣的同在实际上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二八

20。）“天天”包括今天。不要忘了今天。许多基督徒以为耶稣天天与

我们同在，只有今天例外。但耶稣今天、现在就与我们同在！…耶稣不

仅在我们中间，祂也在我们灵里。提后四章二十二节说，“愿主与你的

灵同在。”这位与我们的灵同在的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按以赛亚八章七至八节看，仇敌企图占取以马内利的地。不要以

为这话只是为着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的灵就是以马内利的地。因此，

我们自己就是以马内利的地。仇敌撒但和他一切的军兵，要尽其全力

占取这以马内利的地，就是占取我们的灵和我们这人。…十节告诉我

们，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仇敌绝不能占取以马内利的地。…也许上周

撒但二十一次企图要占取你，但每次他都失败了。因着以马内利，因

着神与我们同在，你仍在这里。（马太福音生命读经，八九至九三页。） 
参读：在神圣三一里并同神圣三一活着，第八、十章；马太福音

生命读经，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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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周二 

晨兴喂养 
约十四 17“就是实际的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

识祂；你们却认识祂，因祂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 

加五 25“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 

三一神经过成为肉体和复活的过程，好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

借着成为肉体，祂能成为在信徒外面的以马内利；但这只会部分的达

成祂要与我们同在的心意。祂外面与我们同在，并没有达成祂要将自

己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目的，所以祂必须经过另一个过程。这第二个过

程就是祂的死与复活。在复活里，祂物质的形状成了属灵的形状。借

着死与复活，祂这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

作为赐生命的灵，祂就是以马内利，神圣三一的同在。这同在一直在

我们的灵里，与我们同在，（提后四 22，）不只天天，更是每时每刻

与我们同在。（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年第一册，三七一页。） 

信息选读 
马太福音这卷书是论到以马内利—神成为肉体来与我们同在。实

际的以马内利，就是实际的灵。（约十四 16～20。）当彼得与其他门徒

听到主在马太十八章二十节和二十八章二十节的话时，他们可能不知

道主要如何与他们同在。…他们可能认为主会继续在肉身上与他们同

在，这会使他们非常快乐。但在约翰十四章，主耶稣说，“我要求父，

祂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16。）然后

在十七至十八节，主指明祂要成为这一位保惠师。 
马太二十八章二十节的“我”是以马内利；约翰十四章十八节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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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往门徒这里来的“我”，乃是十七节里“实际的灵”。从马太福音

到约翰福音，神圣的启示有一个进展。今天实际的灵就是以马内利。

在使徒行传和书信里，实际的灵就是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在我们灵里的

同在。祂这位三一神与我们三部分人的同在，主要是内里的。三一神

若在我们外面，就无法完成祂的目的，就是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人

里面。所以，祂与我们的同在必须是内里的。 
我们必须领悟，我们终日都有另一位与我们同在。祂不仅是在外

面与我们同在，更是在一天之中，分分秒秒在我们的灵里，内在的与

我们同在。我们单独时，作事并说话是一个样子；但有别人与我们同

在时，我们作事和说话就不一样了。…我们若更多经历以马内利，就

不会作我们今天所作的许多事，诸如闲谈等等。…我们都必须领悟并

认知，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以马内利。祂是三一神与我们三部

分的人同在。我们不该在自己里面或凭自己说什么或作什么，我们需

要经历以马内利。 
如果你每一天、每一刻都凭自己活着，你就是失败的。你必须领

悟你不再是单独活着，乃是基督与你同活，并在你里面活着。当你有

了这个认知，你整个生活就会有彻底的翻转。 
与基督同活，我们仍然活着，但不是单凭我们自己，乃凭基督这

以马内利与我们同活。以马内利这名称头一次被提到，是在以赛亚书。

（七 14，八 8。）许多基督徒称主是耶稣，是基督，但很少基督徒称

主是以马内利。我们必须学习称我们的主为“以马内利”。…以马内

利是我们的生命和人位，我们是祂的器官；作为祂的器官，我们与祂

同活如同一人。三一神与三部分的人一同活着。我们的得胜在于以马

内利，耶稣的同在。（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年第一册，三七○至三七四

页。） 
参读：三一神作三部分人的生命，第九章；以赛亚书生命读经，

第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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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周三 

晨兴喂养 
出三三 14“耶和华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 

诗二七 8“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啊，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提后四 22“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们同在。” 

当基督来时，祂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太一 23。）

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不仅启示在马太一章，也启示在二十八章，

在那里主耶稣说，“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20。）实际上，整个新约就是以马内利；我们现今是这伟大以马内

利的一部分，这以马内利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

（以赛亚书生命读经，六八至六九页。） 

信息选读 
我们若是要往前去得着〔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地的实际〕，我们必

须是在神的同在中而去。…你记得神如何应许摩西说，“我的同在必和

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出三三 14。）这意思就是说，祂要用

祂的同在领以色列人去得着那地。所以摩西对神说，“你的同在若不

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15。〕摩西要求神的

同在必须和他同去，否则他就不去。 
“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这是很奇特的一句话。“我的同在必

和你同去。”这并不是说，祂要去；祂要去是一件事，祂的同在要去

是另一件事。…许多时候神会和你同去，但是祂的同在不和你同去。

许多时候神真是帮助你，但是你确实知道，祂对你不高兴。你会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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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帮助，但你要失去祂的同在。祂带你到你的目的地，祂也祝福你，

但在整个旅途中，你不觉得祂的同在。…我能告诉你，许多时候我并

没有神的同在，只因祂对我不太高兴。祂不得不和我同去，但是祂并

不开心。…祂随着去，但是祂把祂的同在扣回去，好叫我知道祂不愉

快。 
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主的帮助，就够了。不，不！差得太远了。

我们必须有主的同在。我们必须学习这样祷告：“主，你若是不把你

的同在赐给我，我就要和你留在这里，若是你的同在不和我同去，我

就不去。我不要受你帮助的管理，我要你同在的管理。”我们还必须

进一步地祷告说，“哦，主啊！我不要你的帮助，但是我要你的同在。

主，我必须有你的同在。没有你的帮助，我行；但是没有你的同在，

我就不行。” 
即使我们眼中带着泪水，我们天天还得这样说，“主，除了你微

笑的同在，无别能使我满足。除了你荣脸上的微笑，我别的什么都不

要。只要我有这一个，我就不管天塌下来，或是地裂开。全世界可以

都起来反对我，但是只要你的笑脸在我身上，我就能赞美你，并且一

切都可以使我满意。”主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何等宝贝！

主的同在，主的微笑，乃是支配的原则。我们必须惧怕从主有所接受，

却失去祂的同在。…很可能主自己会把什么东西给你，但是那一件东

西却将主的同在从你夺去。祂要帮助你，祂要祝福你，但是那个帮助，

那个祝福却叫你得不着祂的同在。我们必须学习只受主同在的保守、

掌管、管理并指引。我们必须告诉主，我们除了祂直接的同在之外，

别的什么都不要。我们不要祂间接的同在。许多时候，你只有主间接

的同在；不是头手的，不是直接的。你要学习单单受主直接、头手同

在的管理。（包罗万有的基督，一三八至一四二页。） 
参读：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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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周四 

晨兴喂养 
约十一 25“…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

活。” 

罗八 13“…你们若靠着那灵治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 

林后四 11“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

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 

复活就是那灵，而那灵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神、

基督、和基督的死与复活，都已经复合在这一个复合的灵里，这灵乃

是基督复活的实际。 
复活是一个人位，因为基督说，祂就是复活。生命和光也是人位。

基督说，祂就是生命，（约十四 6，）祂就是光。（八 12。）…但没有

一节说基督是死。我们可以用所有格的说法说，“基督的”死，因为

死不是终极的完成；终极的完成乃是复活。三一神所经过的过程，终

极完成于复活。因此，复活就是这位终极完成的神。（李常受文集一九

九一至一九九二年第二册，五八九至五九○页。） 

信息选读 
人生满了烦恼、忧虑、和各种悲伤的事。我们唯有借着这位是复

活的神，才能使我们全人摆脱这些事；这位复活的神就是那灵。那灵

杀死，那灵也叫人复活。这是因为基督杀死的死和祂拔高的复活，都

复合在我们所享受的复合之灵里。当我们享受复合的灵时，我们就经

历了内里的杀死和内里的复活。只要我们有这种杀死和复活，我们就

有神。杀死加上复活就是神。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里面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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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我们里面起作用。…祂将祂自己给我们，作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以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们需要一直经历那灵对基督复活及其大能的应用。…五位姊妹

可能住在同一个公寓里；在这公寓里，她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谨慎地作

每一件事，不然她们就会彼此冒犯。…我们若想要从神为我们安排的

环境里逃走，就不会有喜乐和平安；当我们留在这受限制的环境里，

就能经历复活。 
为了要经历复活，我们也需要在话语上受限制。…要经历那灵作

复活的实际，我们需要转到我们的灵里祷告、赞美、唱诗、或与神交

谈。…我们需要和神谈话并与祂商量。我们和神谈话十分钟之后，就

会火热并满了那灵作复活的实际。 
在神的神圣和主宰的安排之下，我们整个的环境都是一种杀死。

我们环境中的一切事物，就像刀一样杀死我们。妻子、丈夫、儿女、

弟兄、以及我们环境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主所用来杀死我们的刀

子。…十字架的杀死（就是基督之死的杀死）引进复活。当我们乐意

受苦并被杀死的时候，我们就活基督，显大基督，并且基督也显明在

我们身上。然后，我们就被变化。…当我们在基督之死的杀死之下，

基督这真实的一位必须在我们身上被显明。 
每一件和我们有关的事，都是在主的主宰安排之下。我们有什么

样的工作，我们和谁结婚，完全都不在于我们。一位弟兄可能拣选一

位姊妹作妻子，后来却可能想自己选错了。这就是为什么主吩咐作丈

夫的要爱他们的妻子。（弗五 25。）在主的主宰安排下，我们每天都

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处，（罗八 36，）…每一天我们都在基督之死的杀

死下，使祂的生命能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李

常受文集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第二册，五九一至五九二、六四四至

六四七页。） 
参读：基督徒的生活，第七、十、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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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周五 

晨兴喂养 
约五 19“…子从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

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 

腓三 10“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

成祂的死。” 

创造亚当的那一位，来成了一个人，并在复活中过人性的生活。

祂否认祂天然的人性。祂绝不从自己作任何事。（约五 19，30。）…

我们也不该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作任何事，乃该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

作事。耶稣在这地上虽然在肉体里生活行事，但祂弃绝这肉体。祂弃

绝祂天然的生命。 
有些人天生在他们天然的人性里就是迷人、吸引人、并令人愉快

的。…这些人是在他们天然的人性里令人着迷，但却是不真实的。事

实上，他们是在表演，像戏院里的演员一样。当你接近一个令人着迷

的人，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那么迷人。…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顾惜人，

是不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人。主的迷人

和顾惜人不是天然的，乃是凭祂在人性里复活的生命。（李常受文集一

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一九二至一九三页。） 

信息选读 
在耶稣复活以前，祂就是在复活里。祂是一个在复活中过人性生

活的人，祂不凭自己，乃凭另一个源头，就是祂的父而活。因此，祂

能说，祂说话时乃是父在祂里面作事。（约十四 10。）祂与父乃是一。

今天我们若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凭复活在人性中的生活，每一个人就



 

二○二一年十一月感恩节特会  晨兴圣言  第 76/116 頁 
 

 

 

会看见，在我们身上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会是甜美、迷人、吸引

人的，而没有任何欺骗或假冒为善。…我们去探访人时，必须有主的

同在。祂的同在是一个迷人的因素，而祂的同在乃是来自十字架加上

复活。我们必须是一个在十字架上，也在复活里的人。然后我们就有

三一神真实地与我们同在，而那个同在就是复活。 
〔主耶稣〕是个犹太人，毫无疑问的，祂有犹太人的外貌。祂有

犹太人的血与肉，有人的生命和性情。但祂在祂的人性生活中乃是凭

另一个生命活着；这另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因为祂在祂的人性

生活中活神圣的生命，所以祂的人性生活就成为一个奥秘。从祂的人

性生活中，有神圣的东西出来。 
在那三年半中，无论主作什么，都是表号，有所表征。（二 11 注

2。）每一个神迹都是表号。主用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是一个神迹。门

徒看见这件大事，必定很兴奋；但是过后主要他们把所有剩下的零碎

收拾起来。那也是一个表号。（太十四 20 注 1。）主是神圣且奥秘的。 
在约翰八章，一个犯罪的妇人被带到主那里。最后主对她说，“没

有人定你的罪么？”（10。）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

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11。）…主耶稣

是彰显出来的神，但祂不定一个罪人的罪；…祂是一个神圣且奥秘的

人，生活在神圣奥秘的范围中，以神圣奥秘的方式作每一件事。我们

应当是这样的人。…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应当感觉到我们有一样特别

的东西。这个特别的东西乃是神圣且奥秘的。我们都需要作主的门徒

受训练，成为神圣且奥秘的人。…跟从基督的人作门徒受训练，乃是

借着基督在地上的人性生活，作神人的模型—借着在人性里否认祂自

己而活神，（五 19，30，）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人的观念。（腓三 10，
一 21 上。）（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五册，一九六至一

九七、一○○至一○二页。） 
参读：活力排，第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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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周六 

晨兴喂养 
林后一 8～9“…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

复活的神。” 

太十九 26“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

幕内见证的版前。神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民十七 5。〕
…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枯死的。神说，若有哪一根能

发芽，哪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在这里，就说明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

据；复活乃是权柄的根据。（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二六八至二六

九页。） 

信息选读 
复活即不是出乎天然生命的，不是出乎自己的，不是凭自己所能

的；复活是我们来不及、办不到的。任何一根杖可以刻上花，涂上颜

色，但发芽是我们办不到的事。…这是神作的。全世界上的妇人，也

没听说有任何一个经期已经绝了，还能生产的；而撒拉竟然生了以撒，

这也是神作的。所以撒拉乃是代表复活。…复活乃是凭自己不能，凭

神能；…复活就是说，不管自己如何，只根据出乎神的。 
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各首领，只把亚伦那根发芽的杖留在

约柜里，作永远的记念。这意思是，复活乃是事奉神的永远原则。…

事奉神的事非经过死而复活，就不能摆在神面前蒙悦纳。复活就是神，

不是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复活就是神作的，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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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的。…任何人绝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误会，以为自己能。如果有

人一直自以为了不得，以为自己行，以为自己有用，这就是不认识复

活的人。…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所有认识复活

的人，都是知道自己不能的人。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

无法彰显。…凡是你能的，乃是天然的；你不能的，才是复活的。（倪

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一册，二七三至二七六页。） 
作基督徒不仅困难，而且不可能；唯有那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

三一神，作为包罗万有之灵活在我们里面，才能作基督徒。新约对我

们的要求太高了。…赞美主，不是我们需要履行新约的要求，乃是那

灵在我们里面履行这些要求。我们不该靠自己作事，只该享受祂的活

着和祂的作工。唯有那灵能作基督徒；唯有那灵能作得胜者。请记住，

那灵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救

主、我们的牧人、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 
基督徒的生活完全是在于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包罗

万有的灵。在这灵里，我们有父、子、灵。我们在这灵里，就在父、

子、灵里。（太二八 19。）…我们的神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

一神，就是终极完成、包罗万有的灵，来作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切。

当我们有需要或有所不能时，我们能提醒祂。当我们面对困难的环境

时，我们能向祂诉说。然后祂这活在我们里面的一位，就会进来面对

环境，作所需要作的一切，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活基督。（约伯记生命

读经，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参读：如何作神代表的权柄，第四篇；约伯记生命读经，第十九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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