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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结晶读经信息要点
第三十三
三十三篇
祝 福

读经：创四八
第三十三篇信息题目解读：第二十七篇信息讲到为着神的建造而
变化，第三十篇信息讲到成熟的过程。本篇（第三十三篇）信息的
主题是祝福。以上这三篇信息的三个主题:变化、成熟和祝福，从
神圣生命的角度来看，是连在一起的。变化乃是在我们天然生命里
新陈代谢的改变；成熟乃是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祝福
乃是生命的满溢。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雅各成熟最有力的标记乃是他祝福别人。雅各到了埃及以后所作的
第一件事，就是祝福法老（四七 7、10）；照着希伯来七章七节：
“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这证明在神眼中，雅各比法老大。要祝
福别人，我们必须为生命所满溢，使生命涌流给别人；雅各成熟的
生命充满了祝福；他祝福法老，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创四八 8～
20），又祝福他自己的众子（四九 1～28），那些对他众子的祝福
乃是有关以色列十二支派之定命的预言。
雅各要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时，说到在他经历中的三一神。亚伯拉
罕和以撒行事为人都在祂面前的神，乃是父。牧养雅各“一生……
直到今日”的神，乃是灵。那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乃是子。
雅各体认他的定命和生存，完全在牧养之神的手中；经历三一神，
乃是为着我们能以三一神祝福别人。主的祝福也除去人天然的操纵。
多数的时候，我们的拣选导致操纵，而神交错的手却来祝福我们所
没有拣选的；长子名分从玛拿西转移给以法莲，表明主的祝福不在
于人天然的操纵，乃在于神的愿望和拣选。凡我们所作的任何拣选，
都可能是照着我们的口味和拣选所作的操纵；我们不要操纵，也不
要失望；要相信主的手会交错过来临到我们。
创 48:13 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
以色列的左手；玛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
们挨近以色列。
创 48:14 但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
次子），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玛拿西的头上（玛拿西原是长
子）。
创 48:15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行事为
人都在祂面前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
创 48:16 那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使者，赐福与这两个少年人。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
他们在这地生养众多。
创 48:17 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
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玛拿西的头上。
创 48:18 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个才是长子，求
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创 48:19 他父亲不肯，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
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弟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弟弟的后裔必
成为多国。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从雅各祝福人的经历概要的来看祝福这个主
题。并且也讲到雅各对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
问题一：
问题一：从约瑟交错手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你学到了什么功课？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祝福的原则乃是位分大的祝福位分小的。位分大或位分小，不是年
龄的问题，乃是基督度量的问题；我们的大小，乃是照着我们基督
的度量。施浸者约翰虽然这样接近基督，但他没有基督在他里面；
那些在诸天之国里的人，不仅接近基督，也有基督在他们里面；因
这缘故，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约翰还大。我们若多有基督而大过
别人，那么我们就有资格祝福别人；因为位分大的总是祝福位分小
的。祝福别人，意思就是把基督供应给他们；我们用自己所有分并
享受的基督祝福人；我们若更多享受基督，就有更多的基督供应别
人。
祝福的意义，乃是神借着人生命成熟而有的满溢。没有人作管道，
神就无法将祂自己流到别人里面；神唯一可用来作管道的，乃是被
神饱和并浸透的人。生命成熟就是被神充满；当我们充满了神，我
们就有神的满溢，因此我们就能祝福所遇见的每个人。
太 11:11 我实在告诉你们，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
浸者约翰的；然而在诸天的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来 7:7 向来都是卑小的蒙尊优的祝福，这是一无可驳的。
腓 1:23 我正困迫于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
得无比的；
腓 1:24 然而留在肉身，为你们更是需要的。
腓 1: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
职事信息解读：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信息讲到祝福的原则和祝福的意义。
问题二：
问题二：祝福的原则是什么？施浸者约翰那么有能力，但为什么主
耶稣说我们比他还大？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圣经中第一个祝福的事例，乃是麦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麦基洗德
是至高神的祭司，是基督的预表。祝福乃是神的满溢，这种满溢是
借着祭司带给百姓的；我们都需要作祭司（启一 6，彼前二 5、9），
将人带给神。我们若要祝福别人，我们自己必须亲近神；人需要神
的祝福，因为人远离了神。祭司消除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他将那
些远离的人带到神面前。在祭司祝福我们以前，我们与神之间也许
有一段距离；但在他祝福我们以后，这段距离被除去了，我们就被
带到神面前，有分于对神的享受。
创 14:18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
的祭司。
创 14:19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与亚
伯兰；
创 14:20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当受颂赞的。亚伯兰就
将所得的一切，拿了十分之一给他。
彼前 2:9 惟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
的国度，是买来作产业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
入祂奇妙之光者的美德；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信息讲到圣经中第一个祝福的例子，就是麦
基洗德祝福亚伯拉罕的事例。圣经里有一种原则，即凡是第一次提
起一件事情，就奠定了这件事情在整本圣经里的原则。因着圣经中
第一个祝福的人是祭司，所以祭司与祝福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问题三：请讲一讲祭司与本篇信息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七节，我们看见祭司祝福的表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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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是说到父：父在祂的爱里，
各面各方地祝福我们（参弗一 3），又在祂的能力里，各面各方地
保守我们（参约十七 11、15，彼前一 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是说到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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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照的方式将祂自己显示给我们——太四 16，约八
12。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是说到圣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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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顺
从祂，祂满意我们，就会向我们仰脸，而向我们确认、保证、担保、
应许，并将一切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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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接着周三的内容，专门来看民数记里面祭司
祝福的一个例子。
问题四：祭司的祝福和三一神有什么关系？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使徒保罗的祝福见于林后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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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祝福乃是将人带进神面前；另一方面，祝福
乃是将神带进人里面作为爱、恩典和交通，使他们享受三一神——
父、子、灵。爱、恩典和交通是神作我们享受的三个阶段——爱是
里面的，恩典是爱的显出，交通是恩典传输到我们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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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灵是主同着神的传输，
给我们经历并享受三一神——父、子、圣灵，连同祂们神圣的美德。
圣经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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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象使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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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事信息解读：这一段信息讲到保罗对格林多人的祝福，并且详细
的解释这个祝福与三一神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五：为什么说林后十三章十四节保罗的祝福就是三一神临到我
们，成为我们的享受？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在创世记四十九章，雅各带着祝福说预言论到他的十二个儿子时，
他乃是一个神人，就是一个为神所充满、构成、浸透、甚至重组的
人；无论他思想什么，都是神的思想；无论他发表什么意见，都是
神的意见。我们要用祝福说预言，就必须认识神、神的心愿和神的
定旨。我们要用祝福说预言，就必须认识人，也就是我们必须认识
每个有关之人的真实情况。我们要用祝福说预言，就必须满有基督
的丰富。我们要用祝福说预言，就必须有刚强活跃的灵。

林前 7:10 至于那已婚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
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林前 7:12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
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职事信息解读：周六的信息讲到雅各祝福他的十二个儿子的概要，
要点就是雅各的祝福是带着预言性质的。在接下来两篇信息，及第
三十四和三十五篇信息里，会详细来看雅各对每个儿子带着预言的
祝福。
问题六：周六的内容和接下来两周信息的关系是什么？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属灵书报追求进度
1. 晨兴追求：创世纪结晶读经三十三周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创世纪 48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报告事项

弟兄姊妹们，福音朋友们，共约 150 位在 10 月 25 日外出郊游，
在主里有丰盛的食物和有甜美的交通。
2. 请邀请朋友参加新一期的初信成全训练将在 10 月 26 日预训，
11 月 9 日正式开始训练，请鼓励小排的初信弟兄姊妹参加。
3. 东北区秋季特会将于 10 月 31-11 月 2 日在 Franklin 举行，请
弟兄姊妹积极参加。
4. 冬季训练已开始报名，截止期为 11 月 1 日。请向张丽台姊妹或
张志丹姊妹报名。
5. 2015 年北美学者学人访问台湾将于 2 月 21-22 日在台湾举行。
欢迎弟兄姊妹报名参加。
1.

代祷事项

请圣徒为郭涛弟兄、杨慧姊妹这个家代祷。
请圣徒为余洁麟弟兄、陈泽全弟兄的身体全面康复祷告。
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人，带头享受
主，服事召会。
6.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
生及建造 playground，如期开办等事宜。
7.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此牧养与实行，
继续代祷。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生活的连接，
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