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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三一神永遠的福分 

讀經：民六 22～27，林後十三 14，啟二二 1～2 

  

【週 一】 

壹 全宇宙中惟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這福分臨到我們，乃是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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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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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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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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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啟二一 12，14，二二 1～2。 

  

【週 二】 

貳 在民數記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七節，我們看見藉著祭司祝福的表樣；

這祝福既不是舊約的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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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可視為與父有關—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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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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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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接著禱告，求父保守我們脫離那惡者。（15。） 

3 我們該為這福分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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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三】 

二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可視為與子有關—民六

25： 

  

1 在路加一章七十八節，主耶穌即將出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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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含示神成為肉體，是以光照的方式將祂自己顯示給我們—太四16，

約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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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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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神的成為肉體就是祂同在的光照，隨著這光照有恩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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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四】 

三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可視為與聖靈有關—民六 26： 

  

1 面指一個人的同在，臉指那人的表情；向人仰臉，意即向那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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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 五】 

參 林後十三章十四節說，『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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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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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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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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是元始；主的恩是神愛的流道，因為主是

神的顯出；靈的交通乃是主的恩同著神愛的分賜，給我們經歷並享受

三一神—父、子、靈，連同祂們神聖的美德。 

  

【週 六】 

五 聖言裏神聖三一的神聖啟示，不是為著神學上的研究，乃是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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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並得著經過過程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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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著耶穌的見證，就是耶穌團體的彰顯—林後

十三 14，加三 14，創十二 2，腓一 25，啟一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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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祂、並同著祂有平安，又是何等的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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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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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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一 

晨興餧養 

弗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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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２３ 『…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

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民數記六章〕在拿細耳人許願的記載之後，耶和華吩咐摩西告訴亞

倫和他兒子們…用神的神聖三一祝福祂的子民。耶和華是三一神。祂

這位三一神在祂的神性並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

神若不是三一，就無法將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作他們的福分。

這福分就是神自己分賜到祂的選民裏面。神渴望這樣祝福祂的選民，

但他們需要達到符合祂祝福的標準。 

全宇宙中惟一的福分就是神自己。在神以外，任何的事物都是虛空。

整個宇宙是神創造的，但若沒有神，離了神，甚至神所創造的宇宙也

是虛空。宇宙的存在是大神蹟，但若沒有神，宇宙神奇的存在也是虛

空。離了神，一切都是『虛空的虛空』。（傳一 2。）惟有神自己是真

實的。惟有祂對我們是福分。…歷史中滿了這樣的事例，人得著許多

財富和物質的事物，但他們至終領悟，沒有神，這一切全是虛空。神

自己纔是我們的福分，而這福分是藉著這位神聖者在祂神聖三一—父、

子、聖靈—裏分賜到我們裏面，而臨到我們。（民數記生命讀經，八

五頁。） 

信息選讀 

〔永遠在人心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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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按著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並在人

裏面造了靈，使人能接受祂並盛裝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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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恢復本，傳三 11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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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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章主要的是論到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祝福我們的

三步，就是祂在父裏、（3～6、）在子裏、（7～12、）並在靈裏（13

～14）祝福我們。至終，因這神聖三一的流作了神選民的福分，就有

一個結果，這蒙福的流所帶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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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基督的身

體乃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總和。 

啟示錄，聖經最後一卷書，和民數記一樣，也是一卷數字的書…。新

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上面有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啟二一 12；）

又有十二根基，上面有十二使徒的名字。（14。）此外，有生命樹結

十二樣果子。（二二 2。）在這些十二的數字當中，三一神是隱藏的，

甚至是調和的，作了祂子民的福分。 

全本聖經記載的完成，乃是三一神作了祂子民特殊且主觀的福分。新

耶路撒冷是聖經全部記載的終極完成，乃是神在祂神聖三一—父、子、

靈—裏，在十二這數字裏，與祂所揀選、救贖、並變化的人調和，作

他們的福分。這福分要存留到永遠。這樣的福分乃是民數記六章神對

以色列人祝福的終極應驗。惟有到新耶路撒冷來臨時，這祝福纔完全

得著應驗。（民數記生命讀經，八六至八七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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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二 

晨興餧養 

民六２３～２４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

人祝福，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約十七１５   『我不求你使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

那惡者。』 

  

民數記六章的祝福既不是舊約的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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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永遠的福分。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意思是耶和華將祂自己賜給你。但神不是僅

僅客觀的將自己賜給我們，像一位弟兄把禮物送給另一位弟兄。神乃

是在祂的三一裏，一步一步、一點一點的將自己賜給我們。你若問我，

我從主領受了甚麼福分？我要回答說，『我從主所領受的惟一福分就

是我的三一神。我的三一神是我的福分。』（民數記生命讀經，八八

頁。） 

信息選讀 

說到父，民數記六章二十四節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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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賜福者保護我們。在民數記六章二十四節，『保護』（或作，保守）

一辭極其重要。在約翰十七章十一節，主耶穌禱告，求父在祂的名裏

保守我們。這就是在分賜的三一神裏保守我們。當三一神將祂自己分

賜到我們裏面，我們就在那分賜者裏面蒙了保守。在十五節，主耶穌

接著禱告，求父保守我們脫離那惡者。當我們在分賜的三一神裏蒙保

守，就沒有甚麼機會留給仇敵來作工了。我們該為這福分禱告，在分

賜的三一神裏完全蒙保守，而全然從那惡者出來。這是何等的福分！

（民數記生命讀經，八八至八九頁。） 

子的信徒仍在世上，他們需要蒙保守，使他們成為一，像神聖的三一

一樣，就是在神聖的三一裏成為一。子求聖父成就這事。（聖經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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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約十七 11 註 1。） 

在父的名裏蒙保守，就是憑父的生命蒙保守，因為只有從父所生，有

父生命的人，纔能有分於父的名。父所賜給子的人，（約十七 2，）

子已將父的生命賜給他們，所以，他們在父的名裏蒙保守，藉此同享

這名，並且在這名裏成為一。因此，這個一的第一面，也就是信徒被

建造的第一面，乃是在父的名裏，憑著父神聖的生命而有的一。在這

個一的這面，信徒由父的生命而生，享受父的名，就是父自己，作他

們這個一的要素。（約十七 11 註 2。） 

整個世界都臥在那惡者裏面。（約壹五 19。）因此，信徒需要蒙保守，

脫離那惡者；並且他們需要常常儆醒禱告，使他們得蒙拯救，脫離那

惡者。（太六 13。）（約十七 15 註 3。） 

在約翰十七章十一節〔主〕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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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們成為一，像我們一樣。』這裏所說的一，…是與神聖的

名有關。在聖經裏，尤其是在約翰福音，名是指人位。因此，父的名

實際上就是父的自己。…在十一節，在父的名裏蒙保守，就是在父的

人位裏藉著祂的行動蒙保守。今天父…〔正〕積極建造祂的家—召

會。…〔我們不該〕在自己的人位裏生活行動，…〔乃該〕在父的人

位裏生活、行動、工作。（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六○三至

六○四頁。） 

參讀：約翰著作中帳幕和祭物的應驗，第五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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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三 

晨興餧養 

民六２５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約一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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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六章三一神之〕福分的第二部分：『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

你，賜恩給你。』（25。）在路加一章七十八節，主耶穌即將出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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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含示神成為肉體，是以光照的方式將祂自己

顯示給我們。從來沒有人看見神，但藉著祂的成為肉體，我們就看見

祂的面，並看見祂的榮耀，（約一 14，）祂也不斷的光照我們。無論

祂去那裏，祂都是那照亮坐在黑暗中之百姓的大光，（太四 16，）因

為祂是世界的光。（約八 12。）（民數記生命讀經，八九頁。） 

信息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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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祂的同在是看不見的，但藉著

祂的成為肉體，祂成了照耀的日光。這照耀的日光就是神那看不見的

同在成為看得見的。神的同在不僅成為看得見的，也成為照耀的。在

變化山上，主的一些門徒看見祂在祂的榮耀裏。（彼後一 16～18，太

十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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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十六至十七

節。神的成為肉體就是祂同在的光照。隨著這光照有恩典。『話成了

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14。）主賜恩

給我們；祂甚至對我們成為恩典。主賜恩給我們，意即祂繼續不斷的

作我們的恩典。這恩典就是基督的恩，（林後十三 14 上，）實際上就

是基督自己。當我們有基督，就有恩典。三一神全然賜恩給我們。一

天過一天，我們享受祂作恩典。（民數記生命讀經，八九至九○頁。） 

因為民數記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節三次題及耶和華，在三重祝福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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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裏各題到一次，所以這位耶和華是神聖的三一。祝福的頭一部

分：『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24，〕含示父，三一的第一者。

第二部分：『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25，〕含示子，

三一的第二者。『面』表徵同在。『光照』含示光，意指有東西臨到。

『賜恩』意思是『給與恩典』。因此，在三重祝福的第二部分，耶和

華臨到我們，並將恩典賜給我們，這比耶和華賜福給我們並保護我們

更為主觀，也更能經歷得到。耶和華祝福的第三部分含示聖靈，三一

的第三者；在這部分的祝福中耶和華向我們仰臉，賜我們平安。面（25）

指一個人的同在，臉（26）指那人的表情。臉是更專特和親密的，大

多表達愉悅的表情，就如：愛、憐憫和恩慈。…二十四至二十七節是

三一神的祝福。父賜福給我們並保護我們。子是神成為肉體，是神同

在的照耀，並帶來恩典。（約一 14，16～17。）那靈是神親密、愉悅

的同在，並賜我們平安。新約有好些書信說，『恩典與平安…歸與你

們。』（羅一 7，林前一 3，彼後一 2，啟一 4～5。）恩典是神作我們

的享受，平安是我們享受神的結果。恩典是基督，（林後十三 14 上，

參林前十五 10，加二 20，）而平安是那靈。（羅十四 17。）神的面

和神的臉，基督和那靈，恩典與平安都是相關的。在民數記六章的三

重祝福裏，神聖的三一被獨特的揭示出來。（聖言中所啟示的神聖三

一，八七至八八頁。）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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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四 

晨興餧養 

民六２６～２７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他們要如此將我

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弗四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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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六章三一神之〕福分的第三部分：『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

你平安。』（26。）在這章的祝福裏，說到面（face）和臉（countenance），

二者有所不同。面指一個人的同在，臉指那人的表情。向人仰臉，意

即向那人確認、保證、應許，並將一切給他。耶穌來，是作神的面；

聖靈來，是作神的臉。以弗所四章三十節說，『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

我們若叫祂憂愁，祂的臉會拉下來。我們若順從祂，祂就滿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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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生命讀經，九○頁。） 

信息選讀 

父賜福，子光照，聖靈仰臉。當三一神分賜到我們裏面時，我們就有

三一神的面，也有祂的臉。至終，我們在三一神裏蒙保守，三一神對

我們每天都是恩典，並且我們有平安。 

在民數記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六節，沒有題到物質的福分。在這段經文

裏，主沒有告訴以色列人，祂要帶他們進入美地，祂要賜給他們各人

一分土地，祂要保守他們免於饑荒，賜給他們雨水，保護他們脫離仇

敵，並且使他們昌盛。這裏的福分不屬於這樣的性質。 

六章的福分是甚麼？這福分就是在父、子、靈身位裏的三一神。在父

裏，我們領受福分，並在三一神裏蒙保守。在子裏，我們領受神的同

在，並享受祂作恩典。在聖靈裏，神向我們仰臉，我們晝夜享受平安。

（民數記生命讀經，九○至九一頁。） 

祝福的第三面與靈神的臉面並祂的平安有關。主向我們仰臉，並賜平

安，的確是三一的第三者—那靈—恩典的工作。今天那靈經常使神向

我們仰臉，並賜我們平安。祂不僅在我們的環境裏賜平安，也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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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人裏，我們的心裏，我們的靈裏，甚至我們的心思裏賜平安。我

們在那靈裏，藉著那靈，並同著那靈，就有平安。別人也許在心、心

思、靈和環境裏，感到困擾，但我們不該受困擾。無論我們在那裏，

都有平安，因為神的靈與我們同在，並且祂向我們仰臉。 

我們可以簡單的說，祝福就是將人帶到神面前，帶到對神的享受裏。

民數記六章的三重祝福，乃是在舊約裏藉著祭司祝福的表樣。這表樣

啟示正確的祝福，乃是將人帶到神面前，帶到祂的面光中，並帶到祂

臉的光照中，使他們有分於祂的恩典，並得著平安。這確實是正確的

祝福。何等佳美！何等奇妙！（創世記生命讀經，一四五○頁。） 

第三〔個祝福〕是靈的祝福。靈向我們仰臉，賜平安給我們。靈之於

我們的，乃是神與我們同在，將平安帶給我們。這個神聖三一的祝福，

不是重在物質方面，乃是重在三一神來恩待我們，向我們顯現，給我

們看見。（神的經綸與分賜，七頁。） 

參讀：創世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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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五 

晨興餧養 

林後十三１４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

眾人同在。』 

約貳３    『恩典、憐憫、平安從父神，並從父的兒子耶穌基督，

在真理和愛中，必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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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節的祝福一樣。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享受；神

的愛就是神自己，作主恩的源頭；聖靈的交通就是聖靈自己，作了主

恩同著神愛的傳輸，給我們有分。（民數記生命讀經，九一頁。） 

信息選讀 

在林後十三章十四節，使徒保羅也給人祝福的表樣。…我們已經看見，

祭司將人帶給神。然而，使徒將神帶給人；他帶著神臨到人。在十四

節，我們看見三一神恩典的眷臨。在使徒保羅的祝福裏，三一神臨到

人，作他們的享受。這享受就是神的愛，作了基督的恩典，憑著聖靈

的交通。愛、恩典和交通，不是三樣分開的東西，乃是一樣東西的三

個方面或三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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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

在神自己裏面。這愛得了彰顯，就是恩典，而恩典是在交通裏得以傳

輸。我可能愛一位弟兄，這愛是在我的裏面。這愛如何纔能彰顯出來？

我可以送他一本聖經，把這愛彰顯出來。聖經代表恩典，作我裏面對

這位弟兄愛的彰顯。我要將這恩典傳遞給他，就必須真的將聖經交給

他。這就是交通。 

在舊約裏，關於祝福的基本思想是將人帶到神面前。但在新約裏，與

神同來的使徒，不僅將人帶到神面前，也將神帶到人裏面。舊約藉著

祭司祝福的表樣，與新約藉著使徒祝福的表樣，有很大的不同。新約

的祝福高得多，也深得多。一方面，祝福別人就是將人帶到神面前；

另一方面，祝福乃是將神作為愛、恩典、和交通帶到人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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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基督徒對祝福這辭都很熟悉。有一首詩歌甚至說，『數主祝福！

要一一的數！』（詩歌四九四首。）毫無疑問，這首詩歌對祝福所表

達的觀念是，祝福就是得著好妻子，得著兒女、教育、升遷、房屋和

轎車。照著這首詩歌，這些就是我們該一一數算的祝福。〔多年以前，〕

我在一年的最後幾小時唱這首詩歌。我把一些人召聚在一起，說，『讓

我們一一數算已過這一年的祝福。』但照著神純正的話，祝福與此大

不相同。照著舊約藉著祭司祝福的表樣，與新約藉著使徒祝福的表樣，

正確的祝福乃是將人帶到神面前，並將神當作恩典、愛、和交通帶到

人裏面，使他們享受三一神—父、子、靈。因此，祝福乃是一件享受

三一神的事。（創世記生命讀經，一四五一至一四五二頁。） 

神的愛是源頭，因為神是元始；主的恩是神愛的流道，因為主是神的

顯出；靈的交通乃是主的恩同著神愛的分賜，因為靈是主同著神的傳

輸，給我們經歷並享受三一神—父、子、聖靈，連同祂們神聖的美德。

（聖經恢復本，林後十三 14 註 1。） 

參讀：創世記生命讀經，第九十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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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週六 

晨興餧養 

民六２４～２６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祂的面

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林後十三１４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

們眾人同在。』 

  

民數記六章二十三至二十六節和林後十三章十四節的福分，都不是外

在的、物質的。這裏的福分不是優越的工作、美好的房屋、高等的教

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不僅如此，這福分也無關於在召會中有任何

一種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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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祂、並同著祂有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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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至九二頁。） 

信息選讀 

〔主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不是三件分開的東西，乃是一件東

西的三方面，正如主、神、聖靈不是三位分開的神，乃是『同一位不

分開，也不能分開之神的三個實質』。（Philip Schaff，薛夫。） 

林後十三章十四節先說主的恩，因為本書是著重基督的恩。（一 12，

四 15，六 1，八 1，9，九 8，14，十二 9。）這樣有愛、恩、交通三

種美德的神聖屬性，以及這樣有父、子、靈三面神聖實質的三一神，

乃是那些被岔開並受迷惑，卻得了安慰並恢復的哥林多信徒所需要的。

因此，使徒在同一句裏，把這些神聖而寶貴的東西全用上了，以結束

他這封可愛又可親的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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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章十四節很強的證明，神格的三一，不是為著人在道理上領會系

統的神學，乃是為著神在祂的三一裏，把自己分賜到所揀選並救贖的

人裏面。在聖經中，神聖三一從未僅僅當作道理啟示人，總是在說到

神與祂的造物，特別與祂所造的人，尤其是與祂所揀選並救贖之人的

關係時，纔啟示或說到。 

〔主〕復活以後，囑咐門徒要使萬民作祂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

聖靈的名裏；（太二八 19；）就是將信徒帶進三一神裏，帶進與經過

過程之神生機的聯結裏。這位神已經經過了成為肉體、為人生活、釘

十字架，並且進入復活。基於這種生機的聯結，使徒就在哥林多後書

的結語裏，以可稱頌的神聖三一祝福他們，藉著靈的交通，有分於子

的恩與父的愛。 

因此，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對神格的三一所有的神聖啟示，顯然

都不是為著神學上的研究，乃是為著叫我們領會，神在祂奧祕而奇妙

的三一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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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並得著經過過程的三一神，從今時直到永遠。（聖經恢復

本，林後十三 14 註 1。） 

參讀：民數記生命讀經，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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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詩歌 

敬拜父－是生命的源頭 9 

8686（英 12） 

D 大調 3/4 

１ 

哦神，你是生命源頭， 

神聖、甘美、豐滿！ 

你如活水向外湧流， 

一直流到永遠！ 

２ 

你在子裡因愛流出， 

流到人類中間； 

且成那靈帶愛流入， 

流進我們裡面。 

３ 

我們雖都偏行己路， 

滿了邪惡罪愆， 

你在子裡仍來救贖， 

賜以生命恩典。 

４ 

我們甚且將你欺侮， 

時常抗拒聖靈， 

但你這靈仍然眷顧， 

來作我們生命。 

５ 

你在子裡、藉成那靈， 

已與我們調和； 

你的成分藉祂運行， 

還要塗抹加多。 

６ 

你的慈愛、子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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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靈的交通， 

使我得享神的豐滿， 

直到永世無終！ 

７ 

三一之神， 

父、子、聖靈， 

如此厚待我們， 

配得我們和聲響應， 

讚美你愛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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