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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安宁这三样，将会是何等的快乐。然而，这是人
按照传统和天然的观念对祝福的领会，以至于民数记
一、 4/12 周五下午 7：30-4/14 主日在纽约召会有特
六章的祝福被视为外在、物质的祝福。在本篇信息
会。周五和周六在 Jamaica，主日在 Flushing。
中，我们要看见，这里所说的祝福不是外在、物质
Ed Mark 弟兄来参加会议。
的，乃是属灵、属天并在基督里的。因此，这些福分
二、 Peter Chen 弟兄 4/8-4/15 访问新泽西众召会。
是内在、神圣并永远的。盼望本篇信息的话语成为三
4/10 周三下午陈弟兄来我们召会，望圣徒们能圣
一神对我们的祝福，犹如三一神亲自对我们讲述的美
别时间参加并记念陈弟兄的行程。
言，使我们在祂的祝福之下。愿我们都被三一神有福
的话所围绕、包围、包覆，并让这些祝福的实际充
三、 暑期青少年真理训练是 8/1-8/11.
满、浸润、浸透我们。我们需要领会，这里所说的福
四、 召会夏令营周是 8/19-8/23.注册表下周发出。
分，不仅仅是神自己，更是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
面。我们可以说，神的祝福，神的福分，就是神的分
赐。神从已过永远到将来永远分赐的过程，就是一个
召会追求进度
巨大的祝福。
民数记结晶读经第七篇
我们都需要看见，三一神永远的福分比外在的财物更
https://snippetinfo.net/media/2546
宝贵。神这位神圣者已经借着在神圣三一里的分赐，
祝福了我们。离了这福分，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虚空的
虚空。世界上满了这样的故事：一个人达到他人生的
第七周 三一神永远的福分
顶点，拥有极大的财富、极高的名声，从此理当过着
的日子；然而就在那一刻，他深处却感到虚
壹 全宇宙中唯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这福分临到我 幸空福的快乐
虚空
。这就是所罗门在传道书里从经历所说的话
们，乃是借着这位神圣者在祂神圣的三一（父、子、圣 （一 2）。我们
若缺少三一神，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
灵）里，分赐到我们里面.
灵）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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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祂在父里（3～6）、在子里（7～12）并在灵里
司祝福的表样；这祝福既不是旧约的福分，也不是新
（13～14），祝福我们。
约的福分，乃是三一神永远的福分，就是三一神在祂
2. 至终，因这神圣三一的流作了神选民的福分，
神圣的三一里，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
就有一个结果，这蒙福之流的结果乃是召会作
享受：
基督的身体，作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一.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可视为与父有
（22～23）；召会作基督的身体，是神圣三一
关。
这流将神的一切所是分赐到祂选民里面的整体
结果。
在父的名里，就是在祂的人位里。首先，我们是在父
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 里面蒙保守；接着，父要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有些
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圣徒可能还怕黑，害怕那恶者；我们需要看见，父要
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 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父不只在物质一面、在环境上
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这 保守我们，祂更保守我们的灵、魂、体各方面，使我
段话是大多数基督徒或犹太人所熟悉的神圣祝祷辞，经 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乃是在祂里面。这就是“耶和华
召会近期大事

常在一些聚会散会之前被引用。召会历史上有许多圣经
学者和解经家都指出，这一段耶和华的三重祝福隐指神
圣的三一；可以说，这是从神圣三一而来的祝福。

赐福给你，保护你” 。

．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可视
与子有关（民六 25）
一般人对民数记六章的祝福有以下肤浅的领会：二十四 然而当祂在子里成为肉体而来，看不见之神就以看得
节所说的“保护你”是关乎我们的安全；二十五节所说 见的方式与人同在。在四福音书里，我们看见一个
的“赐恩给你”与我们得益处有关；二十六节所说的
人，行在罪人、门徒当中，行走在人群中间。从前神
“赐你平安”是与安宁有关。试想，人若有了安全、益 是看不见的，也是人所不能靠近的；但借着主耶稣，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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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可视为与圣灵
有关。
耶和华对祂子民的祝福，乃是向他们仰脸。向人仰脸意
即向那人确认、保证、应许，并将一切给他。以弗所四
章三十节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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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给我们看见，属
灵的福分乃是那灵作凭质（14），就是那灵作应许和保
证，担保我们有一天都要承受那美好的产业，这就是那
灵作为我们的福分。我们都必须领悟，我们里面内住的
那灵，圣灵，一直向我们仰脸，确认、保证、应许、担
保要将分赐之三一神一切的福分，并祂那追测不尽的丰
富，全都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产业。那灵一直在作质、
保证，甚至天天作样本供我们预尝，并且印涂我们，直
到得赎的日子。那灵正如此的祝福我们，直到我们得赎
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忧愁，叫圣灵对我
们不高兴以致拉下脸来，我们就会失去这福分。
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或事奉中，有时我们会感到疲倦、
灰心，甚至失望。这时，我们会觉得好像失去了那灵的
保证，失去了盼望。但请记得，这个仰脸的祝福要举起
我们。相信许多圣徒都能见证，他们实在经历并享受了
那灵这样的祝福；乃是这个祝福使我们能一直往前。
叁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
林后十三章十四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
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
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这里的祝福实际
上是与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的祝福一样。
上是与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的祝福一样。
一． 在使徒保罗的祝福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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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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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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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了
、可以 近的，人 至可以
祂有 的
在。那就是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人。神在子里，在基
督里而来， 我们 在。这
的 在就是祂的面光
照我们。神的面在 里， 里就有神的 在，有神的恩
。神的面光照我们，就将祂的恩 赐给我们。 我们
神在子里，
耶 基督的面，我们 时就
了
恩 。所以我们要祷 ：“主 ，我们 望
你的
面，我们要 在你的面光中。” 我们在这光照之下，
我们就有恩 。恩 乃是三一神作我们的一切， 为我
们的
。这就是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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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赐，给我们经历并
三一神 父、子、灵，

同祂们神圣的美德。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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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耶稣团体的彰
显（林后十三 14，加三 14，创十二 2，腓一 25，启一
2、9~12）。
当我们为耶和华所祝福，在神圣三一的分赐之下如此
享受父、子、圣灵，会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我们
会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会成为三一神进一步分赐的
管道。换句话说，我们会成为神圣祝福进一步的延
续、传输和延伸，使这永远的祝福临到更多人。这祝
福至终乃是为着建造召会，使主得着祂团体的彰显。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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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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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