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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感恩节特会信息纲目 
 

总题：为着神圣经纶之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第一篇 

三一神永远的福分， 

借着神圣三一神圣地分赐到我们里面， 

好完成祂神圣的经纶 
EM 诗歌：443, 451 

读经：民六22~27，林后十三14，启二二1~2 

民6:22 耶和华对摩西说， 

民6:23 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民6: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民6:2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民6:26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民6:27 他们要如此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好使我赐福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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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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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全孙宙中唯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这福分临到我们，乃是借着神圣三一神

圣地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以完成祂神圣的经纶： 

一 神永远的经纶乃是祂的家庭行政，要在基督里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

使祂得着一个家彰显祂自己，这家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神永远的经纶乃是祂永

远的计划，而祂神圣的分赐乃是祂完成祂计划的凭借—提前一3~4，三15，罗十二

5，弗一10，三8~9，二10。 

提前1:3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仈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

的经纶不同的事， 

提前1:4 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

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提前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罗12: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并且各个互相作肢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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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神的神圣分赐把信徒作成神，使他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好

建造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并预备基督的新妇，以引进基督的国；为这缘故，神来成

为一个人，把祂自己“人化”了；然后祂将自己作为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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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了。 

三 神在祂经纶里的目的，是要把祂自己在祂神圣的三一—父、子、灵—里，分赐到

祂所拣选的人里面；神在时间里唯一的目标，是要把祂自己一天过一天地分赐到我

们里面。 
 

贰 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我们看见借着祭司祝福的表样；这祝福既

不是旧约的福分，也不是新约的福分，乃是三一神永远的福分，就是三一神

在祂神圣的三一里，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 
民6:22 耶和华对摩西说， 

民6:23 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民6: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民6:2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民6:26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民6:27 他们要如此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好使我赐福给他们。 

一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可视为与父有关—24节： 

1 父在祂的爱里，各面各方地赐福给我们（参弗一3），又在祂的能力里，各面各

方地保护我们（参约十七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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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在你的

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里，保孚他们，使他们成为一，像我们一样。 

约17:15 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孚他们脱离那恶者。 

2 主祷告，求父在祂的名里保守我们（11）；这就是在分赐的三一神里保守我

们；主耶稣接着祷告，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15）。 

约17:11 我不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在你的

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里，保孚他们，使他们成为一，像我们一样。 

约17:15 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孚他们脱离那恶者。 

3 我们该为这福分祷告，就是要完全蒙保守在三一神的分赐里，并全然脱离那恶

者；这是何等的福分！ 

二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可视为与子有关—民六25： 

1 在路加一章七十八节，主耶稣即将出生时，撒迦利亚申言说，“清晨的日光从

高天临到我们”；这清晨的日光就是在神圣三一里的子；这含示神成为肉体，

是以光照的方式将祂自己显示给我们—太四16，约八12。 

太4:16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并且向那些坐在死亡的境域和阴影

中的人，有光出现，照着他们。” 

约8:12 于是耶稣又对众人讲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

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2 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的“面”字表征同在；子基督的面光照我们，祂就是那看

不见之神看得见的同在—彼后一16~18，太十七1~2。 

民6:2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彼后1:16 我们曾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祂的来临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

巧捏造的虚构无稽之事，乃是作祂威荣的亲眼见证人。 

彼后1:17 因为祂从父神领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显赫的荣耀中，有这样的声音向

祂发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彼后1:18 我们同祂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发出。 



3 

太17:1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领他们上

了高山， 

太17:2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发光如日头，衣服变白如光。 

3 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不仅说到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我们，也说到耶和华赐恩给

我们；这两点加在一起就等于约翰一章十四、十六至十七节。 

民6:2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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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约1:17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 

4 神的成为肉体就是祂同在的光照，随着这光照有恩典；这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

的恩，实际上就是基督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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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可视为与灵有关—民六26： 

1 面指一个人的同在，脸指那人的表情；向人仰脸，意即向那人确认、保证、应

许，并将一切给他。 

2 耶稣来，是作神的面；圣灵来，是作神的脸；我们若叫祂忧愁，祂的脸会拉下

来（弗四30），但我们若顺从祂，祂就会满意我们，并会向我们仰脸，向我们

确认、保证、担保、应许，并赐给我们一切。 

弗4:30 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你们原是在祂里面受了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 
 

叁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的祝福与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的祝福一样；这是

三一神永远的福分，就是三一神在祂神圣的三一里，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

面，作我们的享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

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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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6:22 耶和华对摩西说， 

民6:23 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 

民6: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民6:2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民6:26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民6:27 他们要如此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好使我赐福给他们。 

一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乃是父神的爱，作生命和光的源头—24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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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乃是基督的恩，作神殿里的肥甘—民六

25。 

三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乃是圣灵的交通，作神乐河的水—26节。 
 

肆 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享受（约一17，林前十五10）；神

的爱就是神自己（约壹四8、16），作主恩的源头；圣灵的交通就是圣灵自

己，作了主恩同着神爱的传输，给我们有分—林后十三14： 
约1:17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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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仉天这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

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约壹4:8 不爱弟兄的，未曾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约壹4:16 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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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先说主的恩，因为这卷书是着重基督的恩—一12，四15，六1，

八1、9，九8、14，十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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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1:12 我们所夸的，是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单纯和纯诚，在世为人，不靠属

肉体的智慧，乃靠神的恩典，对你们更是这样。 

林后4:15 因为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典借着更多的人而增多，使感谢洋溢，以致荣耀

归与神。 

林后6:1 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也就劝你们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林后8:1 还有，弟兄们，我们把神在马其顿众召会中所赐的恩典告诉你们， 

林后8:9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

祂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林后9:8 神能使各样的恩典向你们洋溢，使你们在凡事上常常十分充足，能洋溢出各样

的善工。 

林后9:14 他们也因神在你们身上超越的恩典，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求。 

林后12: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

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二 圣灵作为基督的恩同父的爱的循环，传输，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的供

应： 

1 整个召会生活乃在于林后十三章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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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所启示，在我们里面神圣三一的流，乃是我们属灵的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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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在林后十三章十四节使徒保罗的祝福里，三一神临到人，作他们的享受；保罗不仅

将人带到神面前，也将神带到人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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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面，祝福别人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另一面，祝福乃是将神作为爱、恩典和

交通，带到人里面，使他们享受三一神—父、子、灵。 

2 爱、恩典和交通乃是神作我们享受的三个阶段—爱是里面的，恩典是爱得了

彰显，交通是恩典传输到我们里面。 

3 神的爱是源头，因为神是元始；主的恩是神爱的流道，因为主是神的显出；灵

的交通乃是主的恩同着神爱的分赐，给我们经历并享受三一神—父、子、

灵，连同祂们神圣的美德。 

4 圣言里神圣三一的神圣启示，不是为着神学上的研究，乃是为着叫我们领会，

神在祂奥秘而奇妙的神圣三一里，如何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使

我们这些蒙祂拣选、救赎的人，能像使徒对哥林多信徒的祝福所指明的，有分

于、经历、享受并得着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必须天天享

受经过过程并内里循环的三一神，且蒙祂赐福，好使我们将祂这宇宙独一的福

分分赐到别人里面，以完成神心头的愿望—得着耶稣的见证，就是耶稣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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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彰显—14节，加三14，创十二2，腓一25，启一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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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

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创12:2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要使别人得

福。 

腓1: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仈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得到

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 

启1:2 约翰便将神的话，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 

启1:9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

分的，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启1:10 当主日我在灵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 

启1:11 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给士每拿、给

别迦摩、给推雅推喇、给撒狄、给非拉铁非、给老底嘉。 

启1:12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伍 在新耶路撒冷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

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二二1~2上： 

一 在永世里，坐宝座的神乃是羔羊神，我们救赎的神，从祂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

来，连同生命树，作我们的供应和满足。 

二 那是灯的羔羊凭着是光的神照耀，用神的荣耀，就是神圣之光的彰显，照亮这城—
二一23，二二5。 

启21:23 那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启22:5 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

到永永远远。 

三 三一神—神、羔羊和生命水所象征的那灵—在祂元首权柄（宝座的权柄所含示

的）之下，将自己分赐给祂所救赎的人，直到永远。 

四 新耶路撒冷的街道是纯金（二一21），并且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城内街道当中涌流

（二二1）；因为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我们能看见神圣的生命在神圣的性情里涌

流，作神赎民日常生活的唯一道路。 

启21:21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各自是一颗珍珠造的，城内的街道是纯金，

好像透明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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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新耶路撒冷是整本圣经记载的终极完成，乃是神在祂神圣的三一—父、子、灵—
里，与祂所拣选、救赎、重生、变化并荣化的人联结、调和且合并，作他们永远的

福分；这样的福分乃是民数记六章里神对以色列人祝福的终极应验—参启二一3、

12、14、22，二二1~2。 

民6 从略。 

启21: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祂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祂的百姓，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21:12 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的名字； 

启21:14 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 

启21:22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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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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有时我们想到自己的境况，也许会失望，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日光之下

的一切，甚至属灵范围里的一切，对我们似乎都是虚空的虚空。我们也许觉

得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甚至召会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这样觉得的时候，我

们该怎么办？我们该转向三一神。祂是我们真实的祝福，是我们的分。有祂

作福分，是何等的祝福！有祂的面，祂的同在，并且天天享受祂作恩典，是

何等的祝福！我们越受苦，就越享受祂作恩典。有祂的脸向我们微笑，向我

们保证，向我们确认，这是何等的祝福！在祂里面、借着祂并同着祂有平

安，又是何等的祝福！这是三一神来作我们的福分。哦，愿基督的恩，神的

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民数记生命读经，九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