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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祝福的奧秘  (2017-06-03 12:22:11) 

在本週的妥拉 Parasha 裡神親自命定了一個祝福禱告，具體出現在民數記 6:24-26 裡：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יָבֶרְכ� ְיהָוה, ְוִיְׁשְמֶר� 
 ָיֵאר ְיהָוה ָּפָניו ֵאֶלי�, ִויֻחֶּנּךָ 

ְוָיֵׂשם ְל� ָׁשלֹום ִיָּׂשא ְיהָוה ָּפָניו ֵאֶלי�,   
  
拉比傳統稱之為“祭司的祝福” Birkat Kohanim  ִּבְרַּכת ֹּכֲהִנים ，祝福時祭司雙手做出希伯來字母 Shin  ש
的樣式，如下所示：  

 
 
從最簡單層考察，該祝福 3 句話，第一句話 3 個單詞，第二句話 5 個單詞，第三句話 7 個單詞，一

共 15 個單詞， 60 個字母。神的名字耶和華在每句話裡出現了 1 次，一共出現了 3 次。 
  

一，二，三 

卡巴拉大師 Abraham Abulafia 在他的【 Ner Elohim 神的燈】一書裡對該祝福禱告做了詳細揭秘。在

其基礎上，筆者部分節選如下。 
60 的表達是 Ni （  。（ נ"י 
為什麼神說：“你們要這樣 Koh ֹּכה為以色列祝福”（民 6:23 ）？Koh ֹּכה的數字是 25 。 
這裡告訴我們 Koh （ 25 ）的奧秘和 Ni （ 60 ）的奧秘有關，這個奧秘隱藏在下麵的經文裡： 

http://album.sina.com.cn/pic/001ZOk37zy7bzS8uPjw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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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כְסאו  ֵהִכיןַּבָּׁשַמִים,  --ְיהָוה  耶和華在天上立定寶座（詩篇 103:19 ） 

  
經文的“立定” ֵהִכין Hechin 正好是 Koh ֹּכה 和 Ni נ"י兩個字母倒過來寫。其中寶座一詞通常寫作

Kise  ִּכֵּסא ，但在約伯記 26:5 裡卻寫成    ：意思就變成了隱藏，所以經上記著說， ִכֵּסה 

ָׁשַמִים הֹודֹו,ּוְתִהָּלתֹו ָמְלָאה ָהָאֶרץ  ִּכָּסה . 他的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哈巴谷書 3:3 ） 

  
遮蔽ִּכָּסה的希伯來文也隱藏了 Koh 和 60 的關係，因為該詞首字母和尾字母正好拼出 Koh （ 25 ）ֹּכה，
而中間字母 Samech ס的數字正好是 60 。  
 
為什麼亞伯拉罕向神禱告赦免所多瑪，義人的數字始於 50 ，但止於 10 ？這就是 Ni （ 50+10 ）נ"י奧

秘，因為聖潔不能低於數字 10 ，因為 10 包含了所有的數字，以及所有的母音。  
1 是數字的開始， 2 是偶數的開始， 3 是奇數的開始。 
一條線有頭，中，尾，這是 3 ；而一個立方體有 6 個面。 
將 3 平方，數字是 9 。 
1 乘以 1 ， 2 乘以 2 ， 3 乘以 3 ，三積之和是 14 。 
1 加 1 ， 1 加 2 ， 1 加 2 加 3 ，和是 10 。 
10 加上 14 等於 24 ，這是“我的手” ָיִדי Yadi 的數字。 
從 3 平方得出的 9 ，再次平方後是 81 ，正好是 ַאף Af “的確”的數字。 
所以，經文說： 

ָיְסָדה ֶאֶרץ  ָיִדי-ַאף   我手立了地的根基（賽 48:13 ） 

  
上面經文開始兩個單詞正好是  。”中文直譯是：“的確，我的手立了地的根基，（ 24 + 81 ） ָיִדי -ַאף
“地的根基” ָיְסָדה ֶאֶרץ的奧秘是“地的判官” ַּדָּין ָהָאֶרץ ， Abulafia 在判官裡加了一個 Yud ，數字變成

370 ，同地的根基。 
 
因為字母 Yud יוד的三個字母重新排列後是“用手” ְוַיד ，所以，判官用手審判。亞伯拉罕的禱告從 50
個義人減少到 10 個義人，因為 Yud 的數字是 10 ，而最少 10 個義人的功德可以贖一個城市的罪。 
Abulafia 在這裡啟示了神創造天地和數字 1,2,3 的關係，和老子道德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如出一轍。 
 
祭司的希伯來文是 Kohen  ֹּכֵהן ，數字是 75 。 
這 Koh ֹּכה的數字是 25 ，顯示了三倍的祝福（三句祝福禱告），這 Koh （禱告）重複三次 3 x 25 = 
75 ，正好是祭司的數字，同時也是“告訴他們” ָלֶהם Lahem 的數字，來自經文“你告訴他們”（民

6:23 ），他們是指祭司，具體的祝福緊接其後。 
   

手指的奧秘 

Abulafia 接下來說，耶和華名字二分為一的奧秘是 Adonai 。一個是隱藏的名字，一個是揭開的名

字。耶和華的數字是 26 ，兩個 26 是 52 ， 26 分成一半是 13 ， 52 加 13 等於 65 ，正好是

Adonai ֲאֹדָני的數字（ 26 + 26 + 13 ）。 
這就是祭司祝福手勢造型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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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手指二指和三指合一，代表一；四指和五指合一，代表一；拇指單獨，代表一分為二，這個手

勢代表神的名字 Adonai （ 2 + 2 + 1 ），如下所示： 

四指 + 五指 二指 + 三指 拇指 

13 + 13 13 + 13 13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每個手指對應 13 。 
拉比 Yitzchak Ginsburgh 在他的【身體，意念和靈魂】一書中說：在希伯來文裡，每個手指有具體的

名字，其數字之和是 1105 ，具體如下： 
拇指 Agudal 44 ֲאגּוָדל 

二指 Etzba  163 ֶאְצַּבע 
三指 Amah  46 ַאָּמה 
四指 Kemitzah  245 ְקִמיָצה 
五指 Zeret 607 ֶזֶרת 

      1105 

  
令人震驚的是， 1105 = 85 x 13 ，而 85 是嘴 Peh ֶּפה的數字，同時是割禮 Milah ִמיָלה的數字，所以，人

的手是連接上面的嘴（舌頭的割禮）和下麵的根基（陽皮的割禮）。 
祭司禱告舉雙手後用嘴禱告，連接手指和嘴。 
更令人震驚的是，五個手指的平均數是 1105 / 5 = 221 ，正好是祭司展開的數字，同時也是他要發光

的數字（第二節禱告文第一個字）： 

祭司 ֹּכֵהן展開  221 כף הי נון 

他要發光 221 ָיִאיר 

  
卡巴拉解經說，當人用手指向外面時，他其實是在發光。 
人具體用二指指點，希伯來是 Etzba ֶאְצַּבע ，該單詞四個字母正好是光（ ）色相，（ ֹור א 亮度，（ ַבע צֶ 

（ ）飽和度，（ ִהירּות  ּבְ   。的縮寫，而色相本身也是色相，飽和度和亮度的縮寫（ ְצָמה עָ 
光通過色相（ Hue ），飽和度（ Saturation ）和亮度（ Brightness ）三個維度表達。 
Abulafia 接下來啟示說，希伯來文 “二和一半”是  ְׁשַנִים ְוָחִצי Shena'im v'Chatzi ，其數字是 514 ，數字

同“將其分為一半” תֹו  ֲחִצי Chatzito 。其奧秘是將後面兩個單詞理解為字母 Tav 展開，就變成了“將

字母 Tav 分成一半”  ֲחִצי תו 。因為字母 Tav 的數字是 400 ，分成一半就是 200 ，對應字母 Resh 。將

200 加上神的名字 Shadai （ 314 ） ַׁשַדי，數字正好是 514 ，“二和一半”的數字。 
所以，祭司手勢的奧秘是神的名字 Shadai ，因為 ַדי ׁשַ  第一個字母 Shin 代表手指的造型，後面兩個字

母正好拼出手 Yad ַיד 。 
為什麼手要舉到面前，在雙眼和雙耳之間呢？ 
雙眼為 2 ，雙耳為 2 ，加在一起是 4 。手指是 10 ，加在一起是 14 。手指造型是 Shin ，加在一起是

神的名字 Shadai  ַַדי ׁש 。 
於是我們知道，祭司手勢裡隱藏了神的三個名字。 
兩隻手對應 Adonai 的名字兩次， 65 x 2 = 130 ，這是“他要作王” ִיְמ�� ִיְהֶיה的數字。 
Abulafia 接下來啟示說，三次祝福的奧秘是代表神過去是王，現在是王，將來是王，對應時間的三個

維度： 

耶和華過去是王，耶和華現在是王，耶和華將來是王  ְֶיהָוה ִיְמלֹ  �  ְיהָוה ָמלָ  �  ְיהָוה ֶמ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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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王出現了三次，其末字母是�(Kaf) ，數字是 20 ，三次出現的數字是 60 ，這就是 60 個字母的奧

秘。 
儘管 Abulafia 沒有揭開這個奧秘，但上面六個單詞的數字是 358 ，正好是彌賽亞 חַ ָּמִׁשי 的數字，所

以，耶和華作王就是彌賽亞。 
  

智慧，意念，通達 

智慧 意念， ְכָמה חָ  通達， ְחָׁשָבה מַ  יָנה ּבִ  的首字母拼出“在大腦裡”  ְַּבֹמח 。 
為什麼禱告文的單詞是 15 個，這是對應神的名字 Yah ָיּה 。 
首先， 15 個單詞加上 60 個字母等於 75 ，正好是祭司 Kohen ֹּכֵהן的數字 75 。 
智慧的數字是 73 ，在智慧裡ְּבָחְכָמה的數字是 75 。 
通達的數字是 67 ，因為通達來自智慧，所以，加上代表智慧的字母 Chet ח的數字 8 後，數字也是

75 。 
所以， Abulafia 解經認為，祭司的祝福必須要在智慧和通達裡，否則就是咒詛。 
智慧的希伯來文是 通達的希伯來文是， ְכָמה חָ  Abulafia ， יָנה ּבִ  揭秘說，智慧去掉首字母後的數字是

65 ，通達去掉首字母後的數字也是 65 ，這是神的名字 Adonai  ֲאֹדָני的數字。 
  

三，五，七 

為什麼 15 個單詞的組合是第一節 3 個單詞，第二節 5 個單詞，第三節 7 個單詞？ 
3 對應植物， 5 對應動物， 7 對應人類。 
植物的希伯來文 ַצֹוֵמח是生長的意思。植物的特點是原地生長但不能移動位置，向三個方向生長：

長，寬，高。 
 
動物在植物的基礎上多了 5 個感官：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味覺。 
人在動物的基礎上多了 2 個屬性：智慧和通達，所以人可以說話。在 Abulafia 的基礎上，我們可以

將數字 7 擴展到通達的 7 個情感屬性（愛，畏，憐憫，自信，真誠，真理，謙卑）。 
說話是通過字母，母音，和音調，對應第一節 3 個單詞。 
 
Abulafia 說，人類所有語言的源頭都是希伯來文的 22 個字母，而 22 個字母的發音在口腔裡是 5 大

部位，所以， 22 個字母可以歸納為 5 類字母。所有語言的母音都可以歸納為 5 大類（ a, o, i. e, u ），
所有的音調也可以歸納為 5 大類（一，二，三，四，輕聲），對應祝福第二節 5 個單詞。 
字母有 5 類，母音有 5 類，音調有 5 類，數字之和是 15 ，對應祝福的 15 個單詞，神的名字

Yah ָיּה ，展開是 יוד הא ，數字是 26 。所以，耶和華的名字也在 15 個單詞裡。 
  

奧秘的奧秘 

上面是 Abulafia 的揭秘。這個星期，我們配得神的光照，將揭開一個隱藏更深的奧秘。 
神的名字是祝福，神眾多名字中最基本的名字是耶和華，數字是 26 ，該名字在妥拉裡一共出現了

1820 次。 
如果我們考察禱告文三節經文的六個首尾單詞，她們的數字之和正好是 1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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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福給你 �252 ְיָבֶרְכ 

保護你  �576 ְוִיְׁשְמֶר 
光照 211 ָיֵאר 
賜恩給你  ָ94 ִויֻחֶּנּך 
仰臉  311 ִיָּׂשא 
平安  376 ָׁשלֹום 

    1820 
  
所以，祭司的祝福的本質是神的名字。 
六個單詞正好是 26 個字母，也是耶和華名字的數字，所以，每個字母的平均數是： 1820 / 26 = 
70 ，代表 70 個外邦國。 
 
接下來我們考察三節經文剩下的單詞的數字，其中第二節經文和第三節經文的數字正好同“生命

樹”和“知識樹”的數字，如下所示： 

耶和華 26  ְיהָוה 

耶和華，他的臉，向你  �233 ְיהָוה ָּפָניו ֵאֶלי 
耶和華，他的臉，向你，賜給你 �639 ְיהָוה ָּפָניו ֵאֶלי�, ְוָיֵׂשם ְל 

      
耶和華  26 ְיהָוה 
生命樹  233 ֵעץ ַהַחִּיים 
知識樹 639 ֵעץ ַהַּדַעת 

  
第一節經文去掉首尾，剩下耶和華，數字是 26，代表祝福的源頭。 
第二節經文去掉首尾後，剩下三個單詞，其中第一個單詞是耶和華，增加的兩個單詞是：他的臉，

向著你。三個單詞數字之和是 233，正好是生命樹 ֵעץ ַהַחִּיים 的數字。去掉耶和華的數字 26 後還剩

207，正好是光  אֹור 的數字。該節經文第一個單詞是ָיֵאר，光照，他要發光，所以， 第二節經文隱藏

了妥拉作為生命樹發光的奧秘，這是祝福第一層下降的具體表現，其結果是最後一個單詞恩

典  ִָויֻחֶּנּך，賜恩給你。 
第三節經文去掉首尾後，剩下五個單詞，其實是在第二節經文的基礎上增加了兩個單詞：賜給，

你。五個單詞數位之和是 639，正好是知識樹 ֵעץ ַהַּדַעת 的數字。去掉耶和華的數字 26 後還剩 613，
正好是妥拉誡命的數字。所以，第三節經文隱藏了祝福的第二層下降：613 條誡命。該節經文第一

個單詞是 ִיָּׂשא，字面意思高舉，在聖經裡指赦免罪，赦免我們過去的罪，現在的罪，和將來的罪。過

去的罪是吃分別善惡的樹（知識樹）的果子，現在的罪是違背妥拉的 613 條誡命，最後的大結局是

平安 Shalom ָׁשלֹום，數字是 376，正好是“我的名字耶和華” ְׁשִמי ְיהוָה的數字。 
 
資料來源：唐逹飛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bb1310102xeuz.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bb1310102xeu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