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民数记中所启示的神圣三一 

(民数記結晶学习) 2019/4/1-7 

Ⅰ．三一神主要的是指神自己这神圣的人位；神
圣的三一主要的是指神是三一的，这是神格主要
的属性。 
启 1:4-5 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召会：愿恩
典与平安，从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从祂宝座
前的七灵，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死人中的首生
者、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归与你们。祂
爱我们，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我们的罪中释放
了； 
Ⅱ．整体说来，圣经是由神圣的三一构成的。 
Ⅲ．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带着祷告的灵，操练我
们的全人，对圣言中所启示的神圣三一作一次透
彻、详尽的研读，是非常值得的。 
Ⅳ．圣经包含许多明确的教训，然而，圣经没有
任何直接论及神圣三一的教训或道理：Ａ．反之，
圣经从始至终，只在许多神圣、属灵事实的描述
中指明神圣的三一。Ｂ．圣经没有关于神圣三
一的道理，这强烈地指明，神圣的三一是为使
神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有分于、
经历并享受祂；这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和林
后十三章十四节完全得着证明。      【月】 
Ｃ．在圣经中，每一次直接或间接提及、指明
或暗示神圣的三一，都是为使我们有分于三一
神。 
Ｄ．每当我们研读圣经中任何一处说到神圣的
三一，我们不该满意于找到道理的教训，而该
领悟这一处乃是为使我们认识如何有分于、享
受并经历三一神。 
Ⅴ．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神圣的三一乃是为着
神的分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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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8:19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
他们浸入父、子、圣灵的名里，Ａ．将神圣的分
赐归之于神圣的三一，比归之于三一神更为正确。
Ｂ．神的愿望和祂强烈的心意，乃是要将祂自己
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生命
的供应和一切。Ｃ．没有神圣的三一，神就无法
完成祂神圣的分赐。Ｄ．新约启示，神圣三一的
三者都在我们里面。                    【火】 
Ⅵ．神圣的三一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型：帖前
5:23 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
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
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Ａ．由于我
们里面的争战，我们需要学习与神圣的三一合作：
１．在神圣三一的三者之间，是和谐一致的。 
２．父乐于高举子，子愿意服从父，灵为子作见证。 
Ｂ．我们这人的三部分，需要与内住的神圣三
一合作。 

约14:23 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
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
他安排住处。 
Ｃ．至终，我们的全人—灵、魂、体—要荣耀神圣的
三一；我们与内住的神圣三一合作，会带进祂的得
荣、祂的彰显和祂的显明。Ｄ．基督徒的生活乃是
我们与神圣三一调和的生活。１．在我们的基督
徒生活里，神用四种凭借使我们与神圣的三一调
和：神圣的生命、十字架、那灵与话。２．我们必
须一直在神圣的生命里，借着十字架，并借着话，
与那灵有交通。 
Ⅶ．表面看来，民数记这卷书是记载神子民的
数点，以及他们在旷野的行程；事实上，这记
载是以神圣的三一作结构：Ａ．没有神圣的三
一，民数记的记载是空洞的；民数记的记载，
其内在的实际乃是神圣的三一。        【水】 
Ｂ．在民数记一章我们看见三一神成为肉体：１．我们
若要在民数记一章看见三一神成为肉体，就需要来
看帐幕同约柜的事：ａ．在帐幕里有约柜，在约柜里
有律法；律法称为“见证”。ｂ．律法是神的见证，
因为律法见证神，给我们看见神。ｃ．虽然事实上神
是中心，但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在祂自己里面的神，
而是在皂荚木包金所作成之约柜里面的神；这约柜
是木与金这两个元素的一个实体，预表那在人性里
带着神性的基督。２．在帐幕同约柜这幅图画里，我
们看见三一神成为肉体来作人，生活在人中间。
３．帐幕里竖板的数目—四十八—是很有意义的：
ａ．四十八这数字是由六乘八组成的，表征在复活
（八）里的人（六）。ｂ．四十八也是由十二乘四组
成的，表征在受造之物（四）里的三一神（包含于三
乘四所组成的十二这数字）。ｃ．这幅图画表明三一
神成为肉体来作人，生活在人中间；这里我们看见
三一神、人以及三一神居住在人中间。４．从帐幕同
约柜这幅图画，我们看见神不再仅仅在诸天之上；
神也在地上，在一个是神具体化身的人—耶稣基督
—里。５．三一神成为肉体，具体化身成为人，已经
得着扩展、扩增并扩大；基督在祂的扩展和扩大里
成了帐幕，神的居所：约1:1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
话就是神。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
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
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ａ．当神只在基督里时，
没有人能进入祂里面；若没有基督的扩展，没有人
能进入神里面。ｂ．如今基督已经扩展成为帐幕，祂
不仅是神的居所，也是我们能进入神里面的地方。
ｃ．今天我们能进入神里面，以基督为我们的生命，
使祂成为我们生活的意义。ｄ．祂既是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生活的意义，祂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在
每一方面活祂，彰显祂，表明祂，祂自然而然就成
为我们的中心。６．基督，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已经
扩大成为神所居住并我们所进入的居所。７．神得着



一个居所，我们也得着一个地方，在此我们能进
入神里面，与神相会，并与神调和。       【木】 
Ｃ．神圣的三一启示于拿细耳人的分别：１．神圣
的三一与拿细耳人被分别出来有关，由祭物—燔祭、
赎罪祭、平安祭和素祭—所指明。民6:17 也要把那
只公绵羊连同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作平安祭，
又要将同献的素祭和奠祭献上。２．拿细耳人要被
领到会幕门口：ａ．会幕指基督作神的居所，以及
神子民聚集的地方。6:13 拿细耳人满了分别出来的
日子，条例乃是这样：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ｂ．作
为会幕的基督是我们享受神圣三一的立场和范围。
３．“耶和华”这个神圣称谓指明神与人的关系，也
指明。４．拿细耳人被分别出来，好叫他在预表里
有分于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金】 
Ｄ．神圣的三一启示于帐幕和祭物的功用：民7:1 摩
西立完了帐幕的那日，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其分
别为圣，又把其中的一切物件，并坛与坛的一切器
具都抹了，使其分别为圣；１．帐幕和坛，开始发挥
功用，完全牵连着神圣的三一。２．帐幕和坛发挥
功用，开始于民数记七章为坛行奉献之礼所献的供
物。３．这奉献之礼是为着帐幕连同其一切的物件，
并为着坛连同其一切的器具，使其借着神圣三一的
分赐发挥功用，好叫神的赎民可以享受神圣三一的
丰富。 
Ｅ．神圣的三一启示于遮盖帐幕的云和火： 
民9:15-17 …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见证的会
幕；…常是这样；白昼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
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
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
安营。１．云彩和火遮盖帐幕，指明神圣的三一
是为着神子民的停留或前行，使他们能随时且
一路享受神圣三一的丰富。２．他们或停留或
前行，神总是作为神圣的三一与他们同在。 
Ｆ．神圣的三一启示于被击打的磐石：１．磐石预
表钉十字架的基督，随着神的子民，水预表生命的
灵。２．民数记二十章里被击打的磐石给我们看见，
神圣的三一在神子民的行程里随行，解他们的干渴，
使他们享受神圣生命的丰富。                【土】 

用語解释 
A.耶和华:以罗欣是神在与创造的关系的名字，而
耶和华是神在与人的关系中的名字。耶和华是
“我是那我是”的意思。 
B.祭壇奉献:帐幕、器具、祭坛为了开始其功
用而涂抹上油，献上祭物。 
C.膏油:为了人和物开始圣别的功用，涂上特
别调制的膏油。这种膏油表征包罗万有的灵。 
D.雲和火:帐幕上，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
柱.。云柱和火柱表征了神的灵，带进了神的
同在。当云柱和火柱移动时，以色列人移动
帐幕。。 

E.随行的被击打的磐石:当神的子民在旷野口渴
时，耶和华命令摩西击打磐石，从那里流出水
来给百姓喝。这表示作为磐石的基督在十字架
上裂开，作为那灵的水湧流来滋润人。 
林前10:4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
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Ⅰ．高品福音 第10課 基督的拯救（上） 
约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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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永远里就有一个心爱的美意，要与人合一，
甚至要把人作得和祂一样，成为祂的种类。因此，
神就在创造人时，按着自己的形像，照着自己的样
式造了人，使人成为盛装祂的器皿。这位受造的亚
当有神的形像，有神的样式；所以在创造的时候，
这种神人的思想就已经在那里了。 

到了新约，神就用祂自己作生命，来把人重
生。约1:12说，“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
人，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人成为神
的儿女，就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凡所生的必然
和生他者一样，绝没有牛生驴、羊生狗的事。神
的心意，甚至是要把我们作得和祂一样，使我们
不仅是在里面的形像和外面的样式上，并且是在
祂的生命和性情上，与祂完全一样。 

神爱世人，甚至要用祂的生命把人作得和祂
一样；但是人受了撒但的引诱，以致犯罪堕落，
干犯了神的公义。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件东
西：一是神的爱，一是神的义。按着神的爱，祂要
把人作得和祂一样；但人犯罪，干犯了神的公义。 

因此神照祂生命的生机，要为人所作的一切，
都必须神照祂公义的要求，在法理上将堕落的罪
人救赎回来；这就叫作救赎。所以，神完整的救
恩就有照法理所需要的救赎，并凭神生命的生机
所能完成的拯救。 

成全神法理的要求是手续， 
完成神生机所要作的是目的 

在神完整的救恩里，神在法理一面所作的都是
手续，在生机一面所作的才是目的。 

神法理的要求 
在手续方面，神照祂法理的要求所成全的是

救赎，包括赦罪、洗罪、称义、与神和好、并在地
位上的圣别。然而完整的救恩，不只这么多。若是
你只得着救赎的这五项，你所得着的就不过是片
面的救恩，而不是完整的救恩。神完整救恩的头一
面是法理的，这些都是手续、资格、地位的问题，
给我们这些罪人资格和地位，叫我们能进入神的
恩典中，享受神在祂目的方面，凭祂生命的生机为
我们所完成的拯救。  



Crucial Point①:神圣三一不是为了神学研
究，而是为着神圣分赐 

OL1: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带着祷告的灵，操练我
们的全人，对圣言中所启示的神圣三一作一次透
彻、详尽的研读，是非常值得的。 
OL2:每当我们研读圣经中任何一处说到神圣的
三一，我们不该满意于找到道理的教训，而该领
悟这一处乃是为使我们认识如何有分于、享受并
经历三一神。 
OL3:神的愿望和祂强烈的心意，乃是要将祂自
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
生命的供应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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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提到三一—子耶稣基督、父神和圣灵，但
没有教导我们关于三一的道理。反之，以这样
的方式提到三一神，指明我们需要享受三一神
作爱、恩和交通。作源头的爱，与父神对应；
作彰显和流道的恩，与子神对应；恩和爱要传
输到我们里面，是借着灵神的临及，交通。这
就是享受三一神作爱、恩和交通。这指明三一
神是为着我们的享受。 

在圣经中，每一次直接或间接提及、指明
或暗示三一，都不是为着教导，而是为使我们
有分于三一神。这事需要深刻地印在我们里面。
每当我们研读圣经中任何一处说到神圣的三
一，我们不该满意。 

照着圣经六十六卷书完整的启示，神格的
三一乃是为着神的分赐。神的愿望和祂强烈的
心意，乃是要将祂自己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
面，作他们的生命，作他们生命的供应，并作
他们的一切。要作这事或完成这分赐，祂必须
是三一。没有祂的三一，就无法完成祂神圣的
分赐。因此，祂的三一绝对是为着神圣的分赐。
头一处清楚指出神圣三一的。 

应用：中高生、大学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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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父、子、灵的三一神，那不是为着神
学的研究，而是为着人的享受。在数学中，三
不可能是一，所以天然的心思是无法完全理解
神圣的三一。但是，能够单纯地接受并享受神
圣三一的圣经的启示。神虽然是唯一的，但是
有父、子、灵三面。 

父是水源、子是泉、灵是河的流。灵流动
到所有的人那里。三一神是子成为肉体，在复
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所有的人那里。作
为水源的神是有无限供应的源头，却看不见。
但是，当祂作为泉水涌流出来的时候，人就能
看见并有分于祂。再进一步，子在复活里成了
赐生命的灵。这个灵，就是河流一样流入人居
住的全地，进入所有的人里面，让人能够喝到

并享受祂。那是为了让人通过神圣三一的神圣
分赐，来享受三一神。神的心愿是让你享受三
一神。 
约 4:13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14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grace of Christ 
And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all, 
Be with you all, be with you all. 
From the throne of our God and the Lamb 
Flows a river of water of life, 
Bright as crystal, reaching man. 

很多人认为圣经的教导是为了要生出宗
教的人，那是不对的。圣经明确地指明我们的
三一神是人的享受。因此你要实行以下三件事
以此来有分于三一神的分赐。  
⑴ 每天早晨，祷读主话，享受主：每天早晨，

圣别 10 到 30 分钟时间祷读主话，享受主。
这件事意味着有分于神圣的三一来开始一
天。因此，每早晨兴的实行极其重要。 

⑵ 在每天的学校生活中，留在神圣三一的分
赐下：在日常生活中，在你学习或是跟同学
玩的时候，你要在灵里祷告，持续的接触主。
那样，你在学习和生活态度上就能够有主
的见证，吸引人。比如说，你以前是个人主
义的人，就算别人很烦恼你也一点都不关
心。但是，通过接触主，你对人开始有同情
心，开始有感觉为他们祷告、和他们说话。
然后为了和主一同牧养他而去接触他。你
的同学肯定会惊奇于你的变化。神就是这
样希望内里的享受成为外在的彰显。 

⑶ 来聚会团体地享受主。平时有家聚会（包括
通过 LINE等的交通），主日参加主日聚会：
平日里跟弟兄姊妹有 30 分钟左右的接触、
读主话、交通、祷告。这样的家聚会帮助你
得喂养和成长。还有每周的第一天也就是
星期天被称作主日。启 1:10 当主日我在灵
里．因为这一天是主日，你要圣别这一天，
参加主日聚会，和主交通，和弟兄姊妹相调。
这样，你能够团体的丰富经历基督。 

祷告：“哦主耶稣，我相信接受经节中的神圣
三一。我受限的心思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神圣三
一。但是，神圣三一不是为了教条的理解，而
是为着人的享受。三一神通过成为肉体、十字
架、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进入我里面，让
我能够经历和享受。愿我每一天能够在一切事
上、学习或人际关系上享受三一神。阿门！” 
  



Crucial Point②：在自己的三一和他人的配搭中经
历神圣三一，提高沟通能力 

OL1:神圣的三一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型。 
OL2:在神圣三一的三者之间，是和谐一致的。
父乐于高举子，子愿意服从父，灵为子作见证。 
OL3:基督徒的生活乃是我们与神圣三一调和
的生活。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神用四种凭
借使我们与神圣的三一调和：神圣的生命、十
字架、那灵与话。 

因为人是三部分的—有体、魂、灵，他可视
为“人的三一”。与神圣的三一不同的是，在“人
的三一”里面总有争战。圣经说，肉体，我们的
身体，纵任贪欲，抵抗我们与神圣之灵调和的灵。
我们的肉体也和我们的心思交战。 

肉体与那渴望作正事、合乎逻辑的魂交战。
魂渴望行善，但肉体不允许。每当我们的魂渴望
行善时，我们邪恶肉体里的罪就起来，与我们的
魂交战。我们里面还有主耶稣，祂住在我们灵里。
这给我们造成进一步的麻烦，因为祂对肉体说
“不”，多半的时候，祂也对魂说“不”。由于我
们里面的争战，我们必须学习与神圣的三一合作。 

神圣的三一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模型。在神
圣的三一之间，没有争战。父乐于高举子，子非常
愿意顺从父，灵也愿意为子作见证。我们“人的三
一”不是这样。因此，我们需要救主。这位救主就
是已进入我们灵里的神圣三一。我们得救以后，我
们“人的三一”需要跟从内住的神圣三一。至终，
我们的全人—灵、魂、体—要荣耀神圣的三一。这
样与内住的神圣三一合作，会带进祂的得荣、祂的
彰显和祂的显明。 

即使我们用我们的魂选择并定意，我们还是
不能单独用我们的魂行动。子作事的时候，祂不
是照着祂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的意思作事。同样，
我们的魂应当不照着自己的意思，乃照着灵的意
思行事。这是我们得救以后的生活。我们得救以
后，神圣的三一加到我们三部分的人里。我们不
是与神圣的三一交换生命，乃是已经且正在与祂
调和。……基督徒的生活是“人的三一”—体、
魂、灵—与神圣的三一调和在一起。这两个“三
一”调和在一起成为一。 

应用：青职、大学院生篇 
1 The Son with the Father by the Spirit— 
 O what a mystery! 
 The fulness of all the Godhead 
 Dwells in Him bodily. 
 Wonderful One, Son with the Father, 
 Wonderful One, Son by the Spirit, 
 Wonderful Jesus Christ, 
 Wonderful Triune, Wonderful Triune God. 
3 This man in perfection chose God as His living; 
 He lived the life of God. 
 The sin, world, and Satan could not penetrate Him; 
 Jesus had sinless blood. 
 Humanity, His blood has cleansed me. 
 Divinity, my guarantee. 
 His sinless blood cleansed me. 
 God’s now my guaran—, God’s now my guarantee. 
4 His flesh without sin joined man’s flesh full of sin 
 And this trapped Satan. 

 Man’s flesh, sin and Satan were hanging upon Him 
 O what a termination! 
 Terminating, the old creation, 
 Penetrating, flesh, sin and Satan. 
 O what a promised seed! 
 He crushed the Devil’s, He crushed the Devil’s head. 
5 And in resurrection, this wonderful Person 
 The Spirit He became. 
 The Spirit right now is the Son with the Father 
 To be the consummation. 
 Wonderful One, life-giving Spirit! 
 Son has become the consummation. 
 Son with the Father, He 
 As Spirit dwells in, as Spirit dwells in me. 

神圣的三一就是你生活的榜样。你必须在自
己的三一（灵、魂、体）与别人的配搭中学习神圣
三一的配搭。 
⑴ 在自己的三一里： 
罗 7:18 我知道住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
并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20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
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22 
因为按着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23 但我
看出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战，
借着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把我掳去。24 我是
个苦恼的人！  

你应该在自己的灵、魂、体中经历神圣的三
一。 
弟兄的见证：我在每季度一次的本部会议上，
祷告了自己想做什么，好好地检讨，总结之后
对部下发表了。在遇到困难迷茫的时候，想起
了自己说过的话，并考虑了自己是否言行不一
致。很多时候，我的灵，魂，体有不一致，有争
执，所以混乱着。这时，里面经历神圣三一，使
自己发表与自己的行动一致。因此，当我拥有
自己的三一时，事情就被祝福了。感谢能经历
神圣的三一。 
⑵ 在和他人的配搭上：在公司里，大多数的事

情都必须一边与其他人配合，一边做。因此，
沟通能力非常重要。所谓的沟通能力，不仅
包括语言的传达，还包括在与他人一起工
作时，让他们开心和有干劲。因此，你应该
经历神圣三一间的调和。在神圣的三一、父、
子、灵之间没有任何不一致和冲突。在你和
别人的配搭中变得不愉快的时候，如果能
呼求主名，经历神圣三一的调和的话，你的
沟通能力就会大幅度改善。 

祷告：“哦主耶稣，请在我自己的三一和别人
的配搭中让我经历神圣三一间的调和。我不仅
与别人有不和谐，而且在自己里面也有分裂和
争论。神圣的三一请从我的灵渗透到魂、体。
在神圣的三一分赐下，请拔高我在公司和研究
室的沟通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