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福的神与神的祝福（鸟瞰､诗歌:176) 

Overview：主借着牧养带我们进入对祂祝福的享受，并使我们在赐福的雨下成为福源。首先，我们自己得享主的祝福；然后，主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
福源，叫别人也得供应(Ⅰ)。为此，我们要认识神是祝福的神(Ⅱ)，宝贝神的祝福(Ⅲ)，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且制伏这地(Ⅳ)。还有，要看见在民
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耶和华对祂子民的三重祝福(Ⅴ)，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一的实行(Ⅵ)，在以弗所 1章里的父子灵的三重祝福(Ⅶ)。另外，启
示了在加拉太三章里亚伯拉罕的福就是那灵(Ⅷ)，圣经中很多处，用“杯”这个字，指明神的祝福(Ⅸ)。 
Ⅰ．主借着牧养带
我们进入对祂祝
福的享受，并使
我们在赐福的雨
下成为福源： 
Ａ．首先，我们
自己得享受主的
祝福；然后，主
要使我们成为别
人的福源，叫别
人也得供应。 
Ｂ．神必叫赐福
的雨按时落下。 

Ⅱ．神是祝福的神： 
Ａ．神造人时，定意要人享受神作人的福分；但因
着亚当的堕落，人失去神作他的福分和享受。 
Ｂ．在创世记十二章三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包括神
创造 
的福和救赎的福，包含神要给人的一切，就是神自己和
祂在今世并来世所有的一切： 
１．神对亚伯拉罕传福音时，应许要将祂自己作为
福分赐给蒙召之人。 
２．按照创世记二十二章十八节，这福要借着亚伯
拉罕的后裔，就是基督，临到万国： 
ａ．神赐福给亚伯拉罕，至终产生基督这独一的
后裔，地上万国都要因祂得福。 
ｂ．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乃是团体基督的肢体，
都包含在这后裔之内，成为承受神应许之福的后
嗣。 

Ⅲ．我们要宝贝神的祝福： 
Ａ．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基督徒正常的
工作乃是蒙福的工作。 

Ｂ．总有一天我们要领悟，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
基督徒生活中，并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一切都在于神
的祝福。 

Ｃ．在服事主的事上，我们该信神的祝福，并宝贝神的
祝福： 
１．我们过召会生活并实行召会生活时，需要学习不拦
阻    神的祝福。 
２．我们要投靠神的祝福，也要除去拦阻神的祝福的障
碍。 

Ｄ．我们需要宝贝并专注于新约的福分：重生、神圣的
生命和神圣的性情、内住的灵、变化、与主成为一灵、
像神以及进入神的荣耀。 

Ｅ．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经历“基督之福的丰满”。 

Ⅳ．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神赐
福给人，使人繁衍增多，遍满地
面，并且制伏这地： 
Ａ．在神得着一个人彰显祂、代表
祂之前，神无法倾倒出祂丰满的
福。 
Ｂ．神创造人以后，祂在地上能看
见一种有生命之物，有祂的形像并
有祂的管治权，神就立刻把祂丰满
的福赐给人。 
Ｃ．接受神的祝福的资格，乃是形
像和管治权。 
Ｄ．因着祭司的职任是为着神的形
像，君王的职分是为着神的管治
权，所以，神的福总是随着祭司职
任和君王职分。 

Ⅴ．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耶和华
对祂子民的三重祝福里，启示了神圣的三
一： 
Ａ．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的祝福，
就像林后十三章十四节的祝福，乃是三一神
永远的福分： 
１．这永远的福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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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全宇宙中唯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这
福分临到我们，乃是借着这位神圣者在祂神
圣的三一（父、子、圣灵）里，分赐到我们
里面。 

Ｂ．在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我们
有三一神的祝福： 
１．“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可视为与父
有关。２．“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
恩给你”可视为与子有关。 
３．“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可视为与圣
灵有关。４．父赐福给我们，子光照我们，圣灵向
我们仰脸；结果，我们就蒙保守，得恩典，也享
平安。 

Ⅵ．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启示，
生命的福内在地与神子民的一
有关；我们要带下神的祝福，
就必须有一的实行： 
Ａ．诗篇一百三十三篇三节的
生命指神永远的生命（约三
16， 
弗四18），是神命定给那些在
召会生活里，在一里同住之人
的福： 
１．诗篇一百三十二篇预表
召会的生命，一百三十三篇
预表 
召会生活—最高的生活，弟
兄在一里同住的生活。 
２．这样的生活使神进来，
以施膏的灵、滋润的恩典和
永远 
的生命祝福我们。 
Ｂ．如果我们要在神所命定的
生命之福下，就必须在一的立
场。 
Ｃ．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
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 

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与父，在基督里，曾用
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
分，祝福了我们： 
Ａ．父是神圣福分的
源头，那灵是神圣福
分的性质和素质，子
是神圣福分的范围、
元素和凭借。 

Ｂ．神圣福分的性质和
素质是本于灵的，但
这福分的元素乃是基
督自己；当我们说基
督是神福分的元素
时，我们是说基督自
己乃是神圣的福分。 
Ｃ．基督，就是子自
己，乃是福分；那灵
是这福分的性质和素
质；父是那赐与这福
分的源头。 

Ⅷ．加拉太三章十四节指明，
那灵就是神为着万国所应许 
亚伯拉罕的福，也是信徒借着
相信基督所接受的： 
Ａ．在创世记十二章三节
里，神为着地上的万国应
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福，已
经成就了；这福已经在基
督里，借十字架的救赎临
到了万国。 

Ｂ．在福音里，我们不仅接
受了赦罪、洗净和洁净的
福， 
更接受了那最大的福，就
是三一神，父、子、灵，
作为经 
过过程、包罗万有、赐生
命的灵，极其主观地住在
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 

Ⅸ．圣经用“杯”这个字指明
福： 
Ａ．在基督的牧养之下，我们享受
父作祝福的源头时，我们的杯满
溢。 
Ｂ．在林前十章十六节上半保罗
说到“福杯”： 
１．这杯乃是新约，包含新约一
切丰富的福分（包括神自己）： 
ａ．在这新约中，神赐给我们赦
罪、生命、救恩，和一切属灵、
属天、神圣的福分。 
ｂ．这新约是一个杯，赐给我
们，成了我们的分 
ｃ．主流了血，神立了约，而我们
享受这杯；在这杯里，神和一切属
神的都是我们的分。 
２．在主的桌子这里，我们喝杯
时，就接受神的祝福—这福就是
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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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①：认识全部都是在于神的祝福 

我们到底宝贝不宝贝神的祝福？主要把我们空前地带到认识主的祝
福是站在第一位。主把我们带到这一个地步来，主在工作中就有路。 

如果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认识在神的工作中，什么事情都是在乎
神的祝福，我们在神的工作中，就要有一个基本的改变。你就不会想到人
有多少，银子有多少，饼有多少。你要说，我所不够的，祝福都够我所不
能应付的，祝福都能应付。我虽赶不上需要的尺寸，我虽赶不上需要的度
量；但是，祝福超过了我所赶不上的尺寸，超过了我所赶不上的度量。当
我们看见这个的时候，工作就有基本的改变。我们就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寻
求祝福过于任何的事情。手腕用不着，顾忌用不着，人的智慧用不着，委
婉的言语用不着，我们在神的工作中，就会信靠神的祝福，就会仰望神的
祝福。许多时候，就是我们不仔细，就是工作给我们作坏了，也不成问
题。如果主给我们一点祝福，就任何的事情都能过去。 

在職青年編 
基督徒正常的生活乃是蒙福的生活；基督徒正常的工作乃是蒙福的

工作。总有一天我们要领悟，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中，并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一切都在于神的祝福。 

如果你的召会生活正常，你的在职生活就会在神的祝福下。就像如果
天不下雨，农夫再劳苦做工农作物也不会长一样，如果神的祝福不从天降
下，你再劳苦做也不能收获祝福。你需要是能正确配合神，在在职生活带
来神的祝福人。你的神是祝福神，认识神想要祝福你，你需要宝贝神的祝
福。 

为了有份于神的祝福，你需要有正常的召会生活。所谓正常的召
会生活是，Ⅰ)每天，祷读主话，享受基督的生活，Ⅱ)宝贝基督与召
会，胜于一切，首先追求这些的生活，Ⅲ)信靠神的祝福不忧虑的生
活。请读以下的经节。 
太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
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披戴什么？32 因为这
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33 但
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34 所以你们不
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弟兄的见证：我在召会生活特别忙的时候，向主祷告希望工作不要太忙。
但是大部分，召会生活忙时工作越发忙了。我虽然非常困惑，走投无路了,
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学到了将基督与召会居首位。其实这样的环境是神
给我的试验，是为了试验我是不是真的将优先顺序给基督和召会。因着主
的怜悯，由于经过这样的考验，有份于许多不可思议的祝福。譬如工作好
不好告一段落时，优先聚会和访问而早结束工作，对主说，「主耶稣，请
你代替我加班」。结果，主代替我加班，回避各种各样的问题，推进项
目。通过这样的经历，明白了祝福神，祝福我的在职生活。 

 

经历②：同心合意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 

若没有同心合意，我们所作的都是枉然。…我们必须领悟，主恢复里
的实行不是给人模仿的。你必须有生命。作任何事，都需要生命。你必须
看见使徒行传那一百二十人的界石是什么。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分开的界
石，不是圣灵里的浸。…你若要经历灵浸，必须有同心合意。若是地方召
会的众肢体同心合意，灵浸就在那里。你若真要实行正确传福音的路，就
需要同心合意。没有这把钥匙，门不会开启。同心合意是“一切房间的万
能钥匙”，是开启新约中一切福分的万能钥匙。 

中高生/服事篇 
創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
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神创造人时，对神的人有两个心愿。ⅰ)人接受神的生命、彰显神。ⅱ)人
执行神的权柄，管理万有，特别是管制撒但。因此人必须要享受神、发挥领导
能力、管理万物。能够执行这件事的是身为基督徒的你。你若是作为正常的基
督徒，就应该在人群里成为领导者，并且为着主的见证而期望成为领导者。 
提前3:1 人若渴望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FT：指动机单纯的渴望，与动机不纯的野心不同。 

请不要认为成为领导者很麻烦而不想当，就算不是10几位的领导者，几位
的领导者，或是2、3人中的领导者也可以，从年轻时起请你在主里一点一点学
习管制所有事物。神是如此创造你，期望你在学校里发挥领导能力。 

正确的领导者会将众人带进神的祝福。为了使众人有份于神的祝福，众
人必须要同心合意。换句话说，正确的领导者是能够统合众人成为一的人。
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不管是社团活动还是学校班级，人们之间没有一致，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这样，这个团队就无法变得非常强。 

今年夏天的甲子园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埼玉县的花咲德荣高中获胜。这
是埼玉县首次拿到冠军。棒球社的教练有着让埼玉县带回优胜的旗子回去的
这个目标，统合成员成为一，而得到冠军这杰出的成果。就算是这世上的团
体，要有神祝福也必须要有一致性。你所属的班级或社团虽然不是召会，但
是你可以在这些组织中成为领导者，统合众人，带到神的祝福之下。 

关于召会的服事，服事的领导者们必须要让弟兄姊妹中间有强烈的合
一。在召会的许多服事中，各个弟兄姊妹会慢慢朝着不同的方向去，就算没
有成为分裂状态，并没有很强的一灵及同心合意。因弟兄姊妹并没有分裂，
所以对于这种分开的情形没有什么感觉。你身为领导者，向着要建造基督身
体、与撒但争战、羞辱撒但、讨神喜悦的这唯一目标，应该要统合弟兄姊
妹、同心合意。这样，神就会赐予召会极大的祝福。  



引用经节: 
 

Ⅰ．主借着牧养带我们进入对祂祝福的享受，并使我们在赐福的雨下成
为福源： 
结 34:26 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雨按时落下；
那必是赐福的雨。 
29 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他们在那地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
担受列国的羞辱。 
亚 10:1 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祂必给人降
下沛雨，使各人的田地生长菜蔬。 

Ⅱ．神是祝福的神：  
创 12:3 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加书 3:8 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本于信称外邦人为义，就预先传
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Ⅲ．我们要宝贝神的祝福：  
罗 15:29 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之福的丰满而去。 
申 28:2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这一切的福必临到你，赶上
你： 
3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 
4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 
5 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 
6 你入也蒙福，出也蒙福。 
7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击败；他们从一条路
出来攻击你，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 
8 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必使所命定的福临到
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 
诗 84:4 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细拉 
5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Ⅳ．在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给人，使人繁衍增多，遍满地面，
并且制伏这地：  
创 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
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
切爬物。 
28 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伏这地，也
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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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耶和华对祂子民的三重祝福里，启
示了神圣的三一： 
民 6: 24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25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26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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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启示，生命的福内在地与神子民的一有关；我们要
带下神的祝福，就必须有一的实行： 
罗 15:5 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
同的事， 
6 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诗 133:3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Ⅶ．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在基督里，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
分，祝福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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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Ⅷ．加拉太三章十四节指明，那灵就是神为着万国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
也是信徒借着相信基督所接受的： 
加 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藉
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Ⅸ．圣经用“杯”这个字指明福： 
林前 10:16 我们所祝福的福杯，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么？我们所擘开
的饼，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么？ 
加 3:14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藉
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 
2 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本于听
信仰？ 
5 这样，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本于行律法，
还是本于听信仰？ 
 

 
 
 

 
 



詩歌 176 

１ なが愛の宴せき, パン、さかずき、しめす。 

このしるし受け、 なれを食べて飽く。 

さかずき感謝す、 しゅくふくいかに、  

すくいのめぐみ、 血により用意さる。 

２ わがためながす 血によりゆるされ、 

なが新契やくは、 しゅくふくを得さす。 

なれいかり飲み、 わがため死にて、 

しゅくふくを買い、 わがための分とす。 

３ うしなったかみを この分により得る。 

なれの血により、 かみ、めぐみとなる。 

あがない、いのち、 この分はふくむ。 

御むねのすべて、 この分により得る。 

４ とわの分にあり、 神聖は満ちあふる。 

天のあじ見さす 計かくのさかずき。 

愛にあり飲みて、 なれを記念する。 

霊にあり飲みて、 カルバリを享受す。 

 

#176 赞美主─对祂的记念 

１．在你爱的筵席上，有杯陪饼同陈列； 

这些表记我分享，就得饱尝你超越。 

为着这杯我感谢，就是你赐的福杯， 

也是丰满救恩杯，你藉你血所预备。 

２．这是你流的宝血，使我罪恶得清洗； 

这是你立的新约，使我得着神福气。 

你已喝了忿怒杯，为我尝尽了死味； 

如此买了这福杯，永作我分，福全备。 

３．亚当堕落失去神，在这分内我得回； 

藉着你所流的血，神就成为我恩惠。 

救赎、生命并一切，在这分内都包括； 

凡神所愿并所筹，在这分内全归我。 

４．这是我们的永分，神圣、满溢的福杯； 

在神设计的杯里，尝到属天的滋味。 

在此因爱饮这杯，恩主，为着记念你； 

灵中如此的饮领，满享加略的功绩。 

 

 

 

 

Hymns #223 

The Praise of the Lord - Remembrance of Him 

１．On the table of Thy love, 

With the bread, the cup is spread. 

By partaking of these signs, 

We with Thee are richly fed. 

How we thank Thee for this cup, 

For the cup of blessing, Lord, 

Cup of Thy Salvation full, 

Cup of all Thou dost afford. 

２．'Tis the blood Thou shedd'st for us, 

That our sins may be forgiv'n; 

'Tis the cov'nant made for us, 

That Thy blessings may be giv'n. 

Thou didst drink the cup of wrath, 

Thou hast tasted death for us, 

Thus the cup of blessing bought, 

As the portion gained for us. 

３．In this portion we have God, 

Whom we lost thru Adam's fall; 

By the shedding of Thy blood, 

God becomes our all in all. 

In this portion all we have- 

Life and peace, redemption sure; 

All that God has planned and willed, 

In this portion we secure. 

４．An eternal portion, 'tis, 

Overflowing cup divine; 

Heav'nly taste do we enjoy 

In this cup of God's design. 

Here in love we drink this cup 

In remembrance, Lord, of Thee; 

Thus in spirit we partake 

All Thy work on Calvary. 

 

 

 

 

 

預言を準備するときに、私たちは、重要な点と付属的な点をもっ

て私たちの預言の原稿を書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３分で神の言葉

を語り、神を人に供給し、召会を建造しましょう！ 

＜預言のためのノー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