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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神永遠的福分， 藉着神聖三一神聖 

的分賜到我們裏面， 好完成祂神聖的經綸 

綱     要 
壹 全宇宙中惟一的福分就是三一神，而這福分臨到

我們，乃是藉着神聖 三一神聖的分賜到我們裏

面，作我們的享受，以完成祂神聖的經綸： 

貳 在民數記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七節，我們看見藉着

祭司祝福的表樣；這祝福旣不是舊約的福分，也

不是新約的福分，乃是三一神永遠的福分，就是

三一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

裏面，作我 們的享受： 

叁 林後十三章十四節的祝福與民數記六章二十二至

二十七節的祝福一樣；這是三一神永遠的福分，

就是三一神在祂神聖的三一裏，將祂自己分賜到

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享受一『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神的愛， 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肆 主的恩就是主自己作我們的生命，給我們享受；

（約一 17,林前十五 10；）神的愛就是神自己，

（約壹四 8，16，）作主恩的源頭；聖靈的交通

就是聖靈自己，作了主恩同着神愛的傳輸，給我

們有分一林後十三 14 : 

伍 在新耶路撒冷裏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

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在河這邊與那邊

有生命樹』一二二 1〜2 上： 

陸  『有時我們想到自己的境況，也許會失望，覺得

自己甚麼都沒有。日光之下的一切，甚至屬靈範

圍裏的一切，對我們似乎都是虛空的虛空。我們

也許覺得沒有甚麼是眞實的，甚至召會生活也是

如此。當我們這樣覺得的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該轉向三一神。祂是我們眞實的祝福，是我

們的分。有祂作福分，是何等的祝福！有祂的面，

祂的同在，並且夭天享受祂作恩典，是何等的祝

福！我們越受苦，就越享受祂作恩典。有祂的臉

向我們微笑，向我們保證，向我們確認，這是何

等的祝福！在祂裏面、藉着祂、並同着祂有平安，

又是何等的祝福！這是三一神來作我們的福分。

哦，願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

眾人同在！』一民數記生命讀經，九三頁。 

週一 3/6                                                      *禱讀 
以弗所書 1: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

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裡歸一

於一個元首之下； 

約翰福音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

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

命。 

羅馬書 12: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是一個身體，並且各

個互相作肢體，也是如此。 

以弗所書 2:10; 3:8-9; 

2:10 我們原是神的傑作，在基督耶穌裡，為著

神早先豫備好，要我們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創

造的。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

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

作福音傳給外邦人，3: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

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

人照明， 

提摩太前書 1:3-4; 3:15  

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

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

同的事，1:4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

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

裡的經綸並無助益。3:15 倘若我耽延，你也可

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

召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一週，週一 

週二 3/7 
民數記 6:23-26 

23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你們要這樣為以

色列人祝福，說，24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

你；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26 願耶和華向你揚臉，賜你平安。 

以弗所書 1:3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

在基督裡，曾用諸天界裡各樣屬靈的福分，祝

福了我們； 

路加福音 1:78 

78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

臨到我們， 

馬太福音 4:16 

16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大光；並且向

那些坐在死亡的境域和陰影中的人，有光出

現，照著他們。” 

約翰福音 8:12 

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裡行，必要得著生命

的光。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一週，週二 

週三  3/8 
民數記 6:25-27 

25 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26 願

耶和華向你揚臉，賜你平安。27他們要如此將

我的名賜給以色列人，好使我賜福給他們。 

哥林多後書 4:6; 2:10,  

4:6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

在我們心裡，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

穌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2:10 你們饒恕誰甚

麼，我也饒恕；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

恕的，是在基督的面前，為你們饒恕的； 

希伯來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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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

能的話維持、載著並推動萬有；祂成就了洗罪

的事，就坐在高處至尊至大者的右邊； 

馬太福音 17:1-2 

1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

弟約翰，暗暗的領他們上了高山，2 就在他們面

前變了形像，臉面發光如日頭，衣服變白如

光。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一週，週三 

週四 3/9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詩篇 36:8-9 

8 他們必因你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你也必叫他

們喝你樂河的水。9因為在你那裡，有生命的源

頭；在你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約翰福音 4:13-14 

13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14 人

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啓示錄 22:1 

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

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一週，週四 

週五 3/10 
約翰福音 1:17 

17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

藉著耶穌基督來的。 

約翰壹書 4:16 

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

是愛，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

在他裡面。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約翰壹書 2:20，27 

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

人都知道。27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

在你們裡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們，乃有祂的

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

真實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

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裡面。 

約翰福音 7:37-39 

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

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38 信入我

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

江河來。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

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

得著榮耀。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一週，週五 

週六 3/11 
啓示錄 21:23; 22:1-2; 

21:23 那城內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榮耀光

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22:1 天使又指給我看

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

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22:2 在河這邊

與那邊有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

出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 

以西結書 47:1，5 

1 祂帶我回到殿門，見水從殿的門檻下流出，

往東流去；（原來殿面朝東;）這水從檻下，由

殿的南邊，在祭壇的南邊往下流。5 祂又量了

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蹚過;因為水勢

漲起，成為可洑的水，不可蹚的河。 

約翰福音 1:4-5; 10:10
下
 

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5 光照在

黑暗裡，黑暗未曾勝過光。10
下⋯⋯我來了，是

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第一週，週六 

主日 3/12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詩篇 84:1-12 

1 萬軍之耶和華阿，你的居所何等可愛！2 我的

魂羨慕，甚至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

我的肉體，向活神呼籲。3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

王我的神阿，在你的兩座壇那裡，連麻雀也找

著房屋；燕子也為自己找著菢雛之窩。4 住在你

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細拉) 

5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

有福。6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

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這谷。7他們行走，

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8 耶和華萬軍之

神阿，求你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阿，求你側

耳聽。(細拉)9 神阿，求你垂顧我們的盾牌；求

你觀看你受膏者的面。10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

勝似在別處住千日；我寧願站在我神殿的門

檻，也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11因為耶和華

神是日頭，是盾牌；耶和華賜下恩典和榮耀；

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

人。12 萬軍之耶和華阿，信靠你的人，便為有

福。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9 首 

 參讀: 李常受文集, 1991-1992 第一輯, 第 3-4 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羅馬書追求進度： 

 一年級 

 經文：羅 1:1-17 

 指定閱讀：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1篇 

  

 二年級 

 主題：羅馬書中神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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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羅 1:1-17; 16:25 

 指定閱讀：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1-2篇，羅馬書的結        

晶第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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