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三一神永远的福分 
(民数記結晶の学び) 2019/4/8-14 

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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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以弗所一章记载，三一神如何在祂神圣的三一里，
祝福祂所拣选、救赎并变化的人，产生召会作基督的身
体，就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１．祂在父里、在子里并在灵里，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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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至终，因这神圣三一的流作了神选民的福分，就有
一个结果，这蒙福之流的结果乃是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作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是神圣三一这流将神的一切所是分赐到祂选民里面的
整体结果。 
弗 1:22-23 将万有服在祂的脚下，并使祂向着召会作
万有的头;召会是祂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
的丰满。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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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并荣化的人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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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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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4 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你们要这样为以
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Ａ．“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可视为与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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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17:15 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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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我们该为这福分祷告，在三一神的分赐里完全蒙保
守，而全然从那恶者出来；这是何等的福分！   【火】 
Ｂ．“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可视为与子
有关： 
民6:25 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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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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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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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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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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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Ｃ．“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可视为与圣
灵有关： 
民6:26-27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
如此将我的名赐给以色列人，好使我赐福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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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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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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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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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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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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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二1:3 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并从父的儿子耶
稣基督，在真理和爱中，必与我们同在。 
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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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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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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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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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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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6:24-26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
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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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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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Ⅰ．高品福音 第 10课 基督的拯救（下） 

罗5:10 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

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祂的生命里得救了． 

神生机的拯救 

神完整救恩的另一面，乃是神凭祂生命的生机所完

成的拯救，包括：（一）重生；（二）牧养；（三）在我

们性情上的圣化；（四）在我们心思里的更新；（五）在

我们形像上的变化；（六）带进神的建造；（七）模成神

长子的形像；以及（八）得荣。法理所作的是头一步，是

救赎，有五项；生机所作的是进一步，是拯救，与救赎不

同，有八项。救赎是照法理作的，拯救是凭生机作的。生

机的这八项就产生神的召会，而构成基督的身体，最终完

成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永远的经纶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经

过过程的三一神和祂重生、圣化、变化、而得荣的选民，

联调为一所构成的一个生机体，作神在永远里的扩大并

彰显。 

法理一面的救赎无法完成神救恩的目的，因为救赎

不过是手续，并不是目的。比如，厨房里的厨师预备了筵

席，花许多时间在烹调上，但那个烹调不是他的目的，只

不过是个手续，然后我们这些客人都被请去享受筵席，那

才是烹调的目的。照样，在神的救恩上，我们也不能停留

在手续、法理的一面，乃要往前到目的、生机的一面。 

路加十五章说到一个儿子离开父家，在外面流荡，变

成浪子。有一天，浪子衣衫褴褛的回家了。他虽然还是父

亲的儿子，但外面的样子是个浪子。父亲远远的看见，就

跑去抱着他亲嘴。亲了嘴之后，马上就吩咐奴仆说，“快

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儿子离家流浪，就失去

儿子的身份，成了浪子；现在父亲再给他穿上这件袍子，

他马上又成为儿子。这说出神救恩法理的一面。 

然而，光是穿上袍子，成为儿子，还是不够。这时，

儿子一面很欢喜，另一面必定心里说，“父亲，我现在所

要的不是外面穿上一件袍子，我里面没有吃饱。我连要吃

豆荚也没有人给我，今天是饿着肚皮回来了，你快快给我

吃的吧。”儿子也许不好意思讲，但父亲接着就说，“把

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这时儿子必定

高兴得跳舞了。吃过肥牛犊以后，儿子就得着饱足，不再

饥饿了。因此，袍子是表征神救恩法理的一面，牛犊是表

征神救恩生机的一面。 

需要基督的拯救 

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罪人，在神面前借着悔改、认罪

并相信主，就能得着赦免、洗净，然后蒙神称义，叫我

们能以与祂和好，并且在地位上被圣别。但有的人就

说，有这五样就够我们上天堂了；神永远不再定我们的

罪，祂永远赦免我们，我们可以过平安的日子了。所以

他们对人传福音说，平平安安靠耶稣喜乐，作一个好

人，帮助人，有一天就能上天堂。但圣经说那个不够；

圣经在那五项之外，还说到重生、牧养、圣化、更新、

变化、建造、模成、和得荣这八项。我们不该轻看法理

一面的五项，但我们更不可轻看生机一面的八项。前五

项是基础，就像房子的地基一样。我们要在前五项的基

础上，建造后八项，使我们对这生机的八项能有更透彻

的认识和更多的经历。 

 

中補1001 神的经纶一在基督的生命中作王 

(1997年华语新春特会標語） 

神重生我们，使我们得有祂的神圣生命； 

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祂的神圣新造； 

圣别我们，使我们得有祂的圣别性情； 

变化我们，使我们得有祂的神圣形像。 

模成我们，使我们得有祂的神圣成分； 

荣化我们，使我们全有祂的神圣形像。 

我们凭神生机的救恩，在祂的生命中作王， 

成功祂永远的经纶，达到祂神圣的目的 

  



Crucial Point①: 父祝福你，保护你 
OL1: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民6:24)」可视
为与父有关。父在祂的爱里，各面各方的赐福给我们，
又在祂的能力里，各面各方的保护我们。 
OL2: 主祷告，求父在祂的名里保守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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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3: 我们该为这福分祷告，在三一神的分赐里完全
蒙保守，而全然从那恶者出来；这是何等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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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他们，使他们成为一，像我们一样。 
那赐福者保护我们。在民六24，“保护”（或作，保

守）一辞极其重要。在约十七11，主耶稣祷告，求父在
祂的名里保守我们。这就是在分赐的三一神里保守我们。
当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在那分赐者
里面蒙了保守。 
在十五节，主耶稣接着祷告，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

者。当我们在分赐的三一神里蒙保守，就没有什么机会
留给仇敌来作工了。我们该为这福分祷告，在分赐的三
一神里完全蒙保守，而全然从那恶者出来。这是何等的
福分！ 
子的信徒仍在世上，他们需要蒙保守，使他们成为

一，像神圣的三一一样，就是在神圣的三一里成为一。
子求圣父成就这事。 
在父的名里蒙保守，就是凭父的生命蒙保守，因为

只有从父所生，有父生命的人，才能有分于父的名。
父所赐给子的人，子已将父的生命赐给他们，所以，
他们在父的名里蒙保守，借此同享这名，并且在这名
里成为一。因此，这个一的第一面，也就是信徒被建
造的第一面，乃是在父的名里，凭着父神圣的生命而
有的一。在这个一的这面，信徒由父的生命而生，享
受父的名，就是父自己，作他们这个一的要素。 
整个世界都卧在那恶者里面。因此，信徒需要蒙保

守，脱离那恶者；并且他们需要常常儆醒祷告，使他
们得蒙拯救，脱离那恶者。 
在圣经里，尤其是在约翰福音，名是指人位。因此，

父的名实际上就是父的自己。在父的名里蒙保守，就
是在父的人位里借着祂的行动蒙保守。今天父……
〔正〕积极建造祂的家—召会。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編 
约壹 5:19 我们晓得我们是属神的，而整个世界都卧
在那恶者里面 
虽然你得救属于神，成为神的儿女，仍活在作为撒旦

的王国的世界中。因此，你需要“父祝福你，保护你”。
有的人，⑴败给魔鬼的诱惑变得不想学习，⑵遭遇同学
悲惨的欺凌，⑶和老师以及同学的人际关系不好，精神
上或在身体上崩溃，不上学，⑷心里，满了对朋友和老
师，或者对父母的激怒，愤怒的爆发，怨恨，嫉妒等消
极的思绪，甚至是闭门不出或自杀，⑸发生过意外的事

故。这样的人并不是和普通学生大不相同，而是那些只
要得到一些保护就不会落到悲惨境遇的普通人。这强
烈地表明了你在撒旦的世界中处于危险的境地，需要
受到父神的保护。 
太6:13 不叫我们陷入试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
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FN“那恶者”: 国度子民应当求父，不叫他们陷入试
诱，救他们脱离那恶者魔鬼，和出于他的邪恶。 
祷告：“哦主耶稣啊，我信入并浸入主的名里，得救了。
(小学五年级的同学们请继续往前，要在今年之内受
浸)。但是，因为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中，所以很有可能
因为撒旦的诱惑等而遭遇试探。我在父的名里祷告。
请保护我，拯救我脱离从魔鬼而来的一切试探。阿门！” 
 
Crucial Point②：神儿子的面的同在赐予光照和恩典 

OL1:“愿耶和华使祂的面光照你，赐恩给你” (民 6:25)
可视为与子有关。 

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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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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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祂

的同在是看不见的，但借着祂的成为肉体，祂成了照耀的

日光。这照耀的日光就是神那看不见的同在成为看得见

的。神的同在不仅成为看得见的，也成为照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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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约翰一章十四节、十六至十七节。神的成为肉体就

是祂同在的光照。随着这光照有恩典。“话成了肉体，支

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有恩典。”主赐恩给我们；

祂甚至对我们成为恩典。主赐恩给我们，意即祂继续不

断地作我们的恩典。这恩典就是基督的恩，实际上就是

基督自己。当我们有基督，就有恩典。三一神全然赐恩

给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享受祂作恩典。 

应用：婚姻生活篇 

 在婚姻生活中，因为丈夫和妻子非常近，在彼此的说

话或态度上会缺乏恩典，或失去恩典。因为是在满了主

的恩典的祝福下所结合的夫妇，应该仰望成为肉体的神，

神儿子的面，结婚生活中，需要被光照，如果是丈夫的

话是否有“大男子主义”，如果是妻子的话是否有“老婆

当家”的举止和言词。“大男子主义”和“老婆当家”的

人，绝对不能成为得胜者。还有，某夫妇太过介意是否

影响对方心情，回避互相说实话，看见问题的本质却佯

装未看见。这样的情况，问题会越发恶化。这是另一个

的极端，这些人无法在主里建立夫妻生活。婚姻生活，

需要真正每天经验“愿耶和华使祂的面(face)光照你，

赐恩给你”。那样的话，借着夫妇的配搭三一神的祝福就

能丰富地流到其他的人那里。 

祷告：“哦，主耶稣，我照着神的预定与配偶结婚

了。感谢主。愿婚姻生活不是照着日本的文化，也

不是照着自己制定的文化，能够在主里建立起来。



为此我需要仰望主的面，被光照，承认自己的罪，

缺点，软弱，求主赦免。赦免我的罪。使我能享受

主的恩典，让我对配偶的话满了恩典。阿门！”  

 

Crucial Point③:观看那灵的脸，得着平安 

OL1:“愿耶和华向你仰脸（countenance），赐你平安(民

6:26)”可视为与圣灵有关。 

OL2:耶稣来，是作神的面（face）；圣灵来，是作神

的脸（countenance）；我们若叫祂忧愁，祂的脸会拉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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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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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的第三面与灵神的脸面并祂的平安有关。主向我

们仰脸，并赐平安，的确是三一的第三者—那灵—恩典的

工作。今天那灵经常使神向我们仰脸，并赐我们平安。祂

不仅在我们的环境里赐平安，也在我们的全人里，我们的

心里，我们的灵里，甚至我们的心思里赐平安。我们在那

灵里，借着那灵，并同着那灵，就有平安。别人也许在心、

心思、灵和环境里，感到困扰，但我们不该受困扰。无论

我们在哪里，都有平安，因为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并且祂

向我们仰脸。 

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祝福就是将人带到神面前，带到

对神的享受里。民数记六章的三重祝福，乃是在旧约里借

着祭司祝福的表样。这表样启示正确的祝福，乃是将人带

到神面前，带到祂的面光中，并带到祂脸的光照中，使他

们有分于祂的恩典，并得着平安。这确实是正确的祝福。

何等佳美！何等奇妙！ 

  民六23～26和林后十三14的福分，都不是外在的、

物质的。这里的福分不是优越的工作、美好的房屋、高等

的教育和幸福的家庭生活。不仅如此，这福分也无关于在

召会中有任何一种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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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林后 3: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 

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

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像，

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4:6 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

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

的荣耀。 

FN“耶稣基督的面”:指眼睛周围的部分，其神色乃是内

在思想和感觉的标示，将全人表明并陈明出来。这指明

使徒是照着基督眼中所表露祂全人的标示，在祂面前生

活行动的人。 

作为在职青年的你，要观看作为子的面的那灵。基

督在复活后成为赐生命的灵。林后的耶稣基督的面是作

为灵的基督的脸。那灵是脸，特别是借着眼睛和眼睛周

围的标示来和你确证、保证和约定。你要将你的心转向

主，用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那灵的脸。 

你为着“能够涨薪水祷告”或“希望能把和我合不

来的上司调走的祷告”等，都是心有帕子状态的祷告。

不是这样，要操练自己的灵，观看那灵的脸。这样的话，

主的脸就会把你带到主自己那里。然后，你会发现真的

祝福不是物质范围的事，乃是三一神自己，分赐到我们

的里面。 

诗歌 9 敬拜父 ― 是生命的源头(英12) 

1. 哦神，你是生命源头，神圣、甘美、丰满！ 

你如活水向外涌流，一直流到永远！ 

2. 你在子里因爱流出，流到人类中间； 

且成那灵带爱流入，流进我们里面。 

3. 我们虽都偏行己路，满了邪恶罪愆， 

你在子里仍来救赎，赐以生命恩典。。  

4. 我们甚且将你欺侮，时常抗拒圣灵， 

但你这灵仍然眷顾，来作我们生命。。  

5. 你在子里、借成那灵，已与我们调和； 

你的成分借祂运行，还要涂抹加多。。  

6. 你的慈爱、子的恩典、加上灵的交通， 

使我得享神的丰满，直到永世无终！。  

7. 三一之神，父、子、圣灵，如此厚待我们， 

配得我们和声响应，赞美你爱不尽! 

祷告：“哦主耶稣，我要观看那灵的脸。求你救我从只

求物质的祝福，不求三一神自己的祝福中出来。观看你

的脸的时候，求你自己注入到我里面。你带著你的脸，

赐给我確证、保证、担保和约定，把我引到平安中。哈

利路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