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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题：为着神圣经纶之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第五篇 

以弗所书中所启示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MC 诗歌：379, Blessing Eternal 

读经：弗一3~14，二18，三16~19，四4~6，五19~20，六10~11、17 

弗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

祝福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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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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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 

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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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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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

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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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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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2:18 因为借着祂，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 

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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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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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 

弗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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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5:19 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 

弗5:20 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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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十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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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圣经启示三一神不仅仅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祂对我们是主观的，住在我们里面，并

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罗八2、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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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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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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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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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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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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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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14，二18，三16~17上，四4~6，五19~20，六10~11、17。 

弗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

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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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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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 

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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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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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

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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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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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2:18 因为借着祂，我们两下在一位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 

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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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7上 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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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5:19 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 

弗5:20 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 

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 
 

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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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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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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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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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8~23节： 

弗1 从略。 

弗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

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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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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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 

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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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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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

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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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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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1: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

耀，有何等丰富；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

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

的右边， 

弗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但是仉

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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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章启示经过过程的神圣三一之分赐与超越基督之输供的结果。 

弗1 从略。 

2 父神分赐的结果说出神永远的定旨（3~6），子神分赐的结果说出神永远定旨的

完成（7~12），灵神分赐的结果说出神所完成之定旨的应用（13~14）。 

弗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

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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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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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使祂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恩典是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 

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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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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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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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

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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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弗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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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祂的荣耀得着

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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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节。 

弗1:15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中间对主耶稣的信，并对众圣徒的爱， 

弗1:16 也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在我的祷告中常提到你们； 

弗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

充分地认识祂； 

弗1: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祂在圣徒中之基业

的荣耀，有何等丰富； 

弗1: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

的浩大，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

在自己的右边， 

弗1:21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称之名，不

但是仉世的，连来世的也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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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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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节： 

弗2 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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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节。 

弗2:10 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

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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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16、21~22节。 

弗2:10 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

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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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2:15 在祂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好把两下在祂自己里面，

创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平； 

弗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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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2:21 在祂里面，全房联结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 

弗2:22 你们也在祂里面同被建造，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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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节： 

弗3 从略。 

弗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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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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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8 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 

弗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1 父是源头，灵是凭借，子是标的，三一神的丰满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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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太十二28。 

太12:28 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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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节： 

弗4 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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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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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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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节： 

弗5 从略。 

弗5:19 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从心中向主歌唱、颂咏， 

弗5:20 凡事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时常感谢神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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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节。 

弗5:2 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作供物和祭

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 

弗5:8 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仉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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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7节： 

弗6 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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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6:10 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祂力量的权能，得着加力。 

弗6:11 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 

弗6:17 还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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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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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十一15。 
启11:15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祂基督的国，祂要作

王，直到永永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