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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三一神永遠的福分 
MC 詩歌：447 

讀經：民六22～27，林後十三14，啓二二1～2 

民6:22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

寶座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

爲醫治萬民。 

壹 全宇宙中惟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這福分臨到我們，乃是藉着這

位神聖者在祂神聖的三一（父、子、聖靈）裏，分賜到我們裏面—

參傳一2，三11與註： 
傳1:2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傳3:11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爲美好，又將1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雖是這樣，

人並不能參透神從始至終的作爲。 
傳3:11註1 『神所栽種，歷代以來就在運行的一種要有目的的感覺；日光之下，除神

以外，別無甚麼可以滿足這感覺。』（The Amplified Bible， 擴大本聖

經）神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並在人裏面造了靈，使人能接受祂並盛裝

祂（創一26與註3，二7與註5）。此外，神將永遠（就是對永遠之事的渴

望）安置在人心裏，使人尋求神這位永遠者。因此，短暫的事物絕不能滿

足人；惟有永遠的神，就是基督，能滿足人心深處要有目的的感覺（參林

後四18）。見歌一4註1。 

一 以弗所一章記載，三一神如何在祂神聖的三一裏，祝福祂所揀選、救贖並

變化的人，產生召會作基督的身體，就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1 祂在父裏（3～6）、在子裏（7～12）並在靈裏（13～14），祝福我

們。 

弗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

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弗1:4 就如祂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愛裏，

在祂面前，成爲聖別、沒有瑕疵； 
弗1:5 按着祂意願所喜悅的，豫定了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

分，歸於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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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6 使祂恩典的榮耀得着稱讚，這恩典是祂在那蒙愛者裏面所恩賜我

們的； 
弗1: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裏面，藉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

贖，就是過犯得以赦免， 
弗1:8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我們洋溢的， 
弗1:9 照着祂的喜悅，使我們知道祂意願的奧祕；這喜悅是祂在自己裏

面豫先定下的， 
弗1:10 爲着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

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弗1:11 我們旣在祂裏面，照着那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行作萬事者的定

旨，蒙了豫定，也就在祂裏面成了所選定的基業， 
弗1:12 以致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榮耀得着稱讚； 
弗1:13 你們旣聽了真理的話，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在祂裏面信

了，就在祂裏面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爲印記； 
弗1:14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質，爲使神所買的產業得贖，使祂的榮

耀得着稱讚。 

2 至終，因這神聖三一的流作了神選民的福分，就有一個結果，這蒙福之

流的結果乃是召會作基督的身體，作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22
～23）；召會作基督的身體，是神聖三一這流將神的一切所是分賜到祂

選民裏面的整體結果。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二 新耶路撒冷是整本聖經記載的終極完成，乃是神在祂神聖的三一（父、

子、靈）裏，與祂所揀選、救贖、重生、變化並榮化的人調和，作他們永

遠的福分；這樣的福分乃是民數記六章裏神對以色列人祝福的終極應驗—

參啓二一12、14，二二1～2。 
民6:1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6:2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無論男女許了特別的願，就是拿細耳人的願，

要將自己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 
民6:3 他就要遠離淡酒和濃酒，也不可喝淡酒或濃酒作的醋；不可喝甚麼

葡萄汁，也不可喫鮮葡萄或乾葡萄。 
民6:4 在他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凡葡萄樹上結的，自核至皮所作的物，

都不可喫。 
民6:5 在他許願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不可用剃刀剃頭。他要成爲聖別，

直到他將自己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的日子滿了；他要任由髮綹長長。 
民6:6 在他將自己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人。 
民6:7 他的父母、兄弟、或姊妹死了的時候，他不可因他們使自己不潔

淨，因爲那分別出來歸神的憑據在他頭上。 
民6:8 在他分別出來的一切日子，他是歸耶和華爲聖的。 
民6:9 若有人在他旁邊忽然死了，以致玷污了他分別出來的頭，他就要在

得潔淨的日子剃頭，就是在第七日剃頭。 
民6:10 第八日，他要把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司。 
民6:11 祭司要獻一隻作贖罪祭，一隻作燔祭，爲他因死人而有的罪遮罪。

他要在當日使自己的頭分別爲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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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6:12 他要將自己分別出來的日子，重新分別出來歸給耶和華，又要牽一

隻一歲的公羊羔來作贖愆祭；那先前的日子要歸徒然，因爲他在分

別出來的期間被玷污了。 
民6:13 拿細耳人滿了分別出來的日子，條例乃是這樣：人要領他到會幕門

口； 
民6:14 他要將供物奉給耶和華，就是一隻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作燔

祭，一隻沒有殘疾、一歲的母羊羔作贖罪祭，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綿

羊作平安祭， 
民6:15 並一筐子無酵餅，就是細麵調油的餅，與抹油的無酵薄餅，並同獻

的素祭和奠祭。 
民6:16 祭司要將這些奉到耶和華面前，獻上那人的贖罪祭和燔祭； 
民6:17 也要把那隻公綿羊連同那筐無酵餅，獻給耶和華作平安祭，又要將

同獻的素祭和奠祭獻上。 
民6:18 拿細耳人要在會幕門口剃他分別出來的頭，把分別出來頭上的髮放

在平安祭下的火上。 
民6:19 他剃了以後，祭司就要取那煮過的公綿羊一條前腿，又從筐子裏取

一個無酵餅，和一個無酵薄餅，都放在他手上； 
民6:20 祭司要拿這些作爲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這與搖祭的胸、舉

祭的腿，都歸祭司爲聖。然後拿細耳人可以喝酒。 
民6:21 許願的拿細耳人爲將自己分別出來，而獻供物給耶和華，並獻他在

這之外所能獻的，條例就是這樣。他怎樣許願，就當怎樣照這分別

出來的條例行。 
民6:22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啓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着以色列

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啓21: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個名字。 
啓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啓22:2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樹

上的葉子乃爲醫治萬民。 

貳 在民數記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七節，我們看見藉着祭司祝福的表樣；

這祝福旣不是舊約的福分，也不是新約的福分，乃是三一神永遠的

福分，就是三一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作我們的享受： 
民6:22 耶和華對摩西說，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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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一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可視爲與父有關—24節：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1 父在祂的愛裏，各面各方的賜福給我們（參弗一3），又在祂的能力

裏，各面各方的保護我們（參約十七11、15）。 

弗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在基督裏，曾用諸

天界裏各樣屬靈的福分，祝福了我們； 
約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你在

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裏，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爲一，像

我們一樣。 
約17:15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2 主禱告，求父在祂的名裏保守我們（11）；這就是在分賜的三一神裏保

守我們；主耶穌接着禱告，求父保守我們脫離那惡者（15）。 

約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聖父阿，求你在

你的名，就是你所賜給我的名裏，保守他們，使他們成爲一，像

我們一樣。 
約17:15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者。 

3 我們該爲這福分禱告，在三一神的分賜裏完全蒙保守，而全然從那惡者

出來；這是何等的福分！ 

二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可視爲與子有關—民六25：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1 在路加一章七十八節，主耶穌卽將出生時，撒迦利亞申言說，『清晨的

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這清晨的日光就是在神聖三一裏的子；這含示

神成爲肉體，是以光照的方式將祂自己顯示給我們—太四16，約八12。 

路1:78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太4:16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並且向那些坐在死亡的境域

和陰影中的人，有光出現，照着他們。』 
約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絕不在

黑暗裏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2 民數記六章二十五節的『面』字表徵同在；子基督的面光照我們，祂就

是那看不見之神看得見的同在—彼後一16～18，太十七1～2。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彼後1:16 我們曾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祂的來臨告訴你們，並不是

隨從乖巧捏造的虛構無稽之事，乃是作祂威榮的親眼見證人。 
彼後1:17 因爲祂從父神領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顯赫的榮耀中，有這樣的

聲音向祂發出：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彼後1:18 我們同祂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發出。 
太17:1 過了六天，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的領他

們上了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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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7:2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光。 

3 民數記六章二十五節不僅說到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我們，也說到耶和華

賜恩給我們；這兩點加在一起就等於約翰一章十四、十六至十七節。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

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約1:16 從祂的豐滿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約1:17 因爲律法是藉着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着耶穌基督來的。 

4 神的成爲肉體就是祂同在的光照，隨着這光照有恩典；這恩典就是主耶

穌基督的恩，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林後十三14。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三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可視爲與聖靈有關—民六26：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1 面指一個人的同在，臉指那人的表情；向人仰臉，意卽向那人確認、保

證、應許，並將一切給他。 

2 耶穌來，是作神的面；聖靈來，是作神的臉；我們若叫祂憂愁，祂的臉

會拉下來（弗四30），但我們若順從祂，祂就會滿意我們，並會向我們

仰臉，向我們確認、保證、擔保、應許，並賜給我們一切。 

弗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裏面受了印記，直到得

贖的日子。 

叁 林後十三章十四節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

通，與你們眾人同在；』這裏的祝福實際上是與民數記六章二十三

至二十七節的祝福一樣：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民6: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爲以色列人祝福，說， 
民6: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民6: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民6:26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民6:27 他們要如此將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一 在使徒保羅的祝福裏，三一神臨到人，作他們的享受；保羅不僅將人帶到

神面前，也將神帶到人裏面。 

二 一面，祝福別人就是將人帶到神面前；另一面，祝福乃是將神作爲愛、恩

典和交通，帶到人裏面，使他們享受三一神—父、子、靈。 

三 愛、恩典和交通乃是神作我們享受的三個階段—愛是裏面的，恩典是愛得

了彰顯，交通是恩典傳輸到我們裏面。 

四 神的愛是源頭，因爲神是元始；主的恩是神愛的流道，因爲主是神的顯

出；靈的交通乃是主的恩同着神愛的分賜，給我們經歷並享受三一神—

父、子、靈，連同祂們神聖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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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聖言裏神聖三一的神聖啓示，不是爲着神學上的研究，乃是爲着叫我們領

會，神在祂奧祕而奇妙的神聖三一裏，如何將祂自己分賜到祂所揀選的人

裏面，使我們這些蒙祂揀選、救贖的人，能像使徒對哥林多信徒的祝福所

指明的，有分於、經歷、享受並得着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從今時直到永

遠。我們必須天天享受經過過程並內裏循環的三一神，且蒙祂賜福，好使

我們將祂這宇宙獨一的福分分賜到別人裏面，以完成神心頭的願望—得着

耶穌的見證，就是耶穌團體的彰顯—林後十三14，加三14，創十二2，腓

一25，啓一2、9～12。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

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創12:2 我必使你成爲大國；我必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爲大；你也要使別人

得福。 
腓1:25 我旣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繼續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

得到信仰上的進步和喜樂， 
啓1:2 約翰便將神的話，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見證出

來。 
啓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

同有分的，爲神的話和耶穌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啓1:10 當主日我在靈裏，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啓1: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以弗所、給士每

拿、給別迦摩、給推雅推喇、給撒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啓1:12 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旣轉過來，就看見七個金燈

臺； 

肆 『有時我們想到自己的境況，也許會失望，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

日光之下的一切，甚至屬靈範圍裏的一切，對我們似乎都是虛空的

虛空。我們也許覺得沒有甚麼是真實的，甚至召會生活也是如此。

當我們這樣覺得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該轉向三一神。祂是

我們真實的祝福，是我們的分。有祂作福分，是何等的祝福！有祂

的面，祂的同在，並且天天享受祂作恩典，是何等的祝福！我們越

受苦，就越享受祂作恩典。有祂的臉向我們微笑，向我們保證，向

我們確認，這是何等的祝福！在祂裏面、藉着祂並同着祂有平安，

又是何等的祝福！這是三一神來作我們的福分。哦，願基督的恩，

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民數記生命讀經，九

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