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325 期] 

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6 年 06 月 19 日-2016 年 06 月 24 日 

近期大事 

1. 六月 17 到 19 日（周五到主日），全召会来到 288 比努

伊勒相调中 心相调、聚会、活动 (住两晚）。 

2. 召会在 6 月 11 日晚上于 280 为青少年施浸。共有四位

青少年受浸。感谢赞美主！ 

召会追求进度 

1. 背诵圣经进度：以弗所书六章 3~29 节 

2. 圣经追求：以弗所书四章 17 节~五章 21 节 

3. 生命读经进度：以弗所书生命读经 46~51 篇 

http://gracefinder.com/folder/smdj/ 

第四十六篇、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 

第四十七篇、脱去了旧人并穿上了新人 

第四十八篇、不叫神的圣灵忧愁的生活 

第四十九篇、学基督的摘要 

第五十篇、活在爱与光中 

第五十一篇、凭着在灵里被充满而活着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人，

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等事宜

代祷。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生

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召会生活。 

 

第七周在日常行事上需要的生活 

圣经节：以弗所四 17 ~五 21 

4:17 所以我這樣說，且在主裡見證，你們行事為人，不要

再像外邦人在他們心思的虛妄裡行事為人，  

4:18 他們在悟性上既然昏暗，就因著那在他們裡面的無知，

因著他們心裡的剛硬，與神的生命隔絕了；  

4:19 他們感覺既然喪盡，就任憑自己放蕩，以致貪行種種

的污穢。  

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裡面，照著那在耶穌身

上是實際者，受過教導，  

4: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

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4: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 

 4:24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

中所創造的。  

4:25 所以你們既已脫去謊言，各人就要與鄰舍說實話，因為

我們是互相為肢體。  

4: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4: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4:28 偷竊的不要再偷，倒要勞力，親手作正經事，好有所分

給需要的人。  

4: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的好話，

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  

4:30 並且不要叫神的聖靈憂愁，你們原是在祂裡面受了印記，

直到得贖的日子。  

4: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喧嚷、毀謗，同一切的惡毒，

都要從你們中間除掉。  

4:32 你們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憐，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

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  

5:1 所以你們要效法神，好像蒙愛的兒女一樣；  

5:2 也要在愛裡行事為人，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自己，

作供物和祭物獻與神，成為馨香之氣。  

5:3 至於淫亂、並一切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題都不

可，如此纔與聖徒相宜；  

5:4 還有淫辭、妄語、或是粗鄙的戲言，都不相宜，寧可說感

謝的話。  

5:5 因為你們曉得這事，知道凡是淫亂的，或是污穢的，或是

貪婪的，（就是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國裡，都得不

到基業。  

5:6 不要讓人用虛空的話欺騙你們，因這些事，神的忿怒正臨

到那悖逆之子。  

5:7 所以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夥。  

5:8 你們從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裡面乃是光，行事為人就要

像光的兒女，  

5:9 （光的果子是在於一切的善、義和真實，）  

5:10 要驗證何為主所喜悅的，  

5:11 不要有分於黑暗無果子的行為，倒要責備，  

5:12 因為他們所行隱密的事，就是題起來也是可恥的。  

5:13 一切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了；因為凡將事顯明的，

就是光。  

5:14 所以祂說，睡著的人哪，要起來，要從死人中站起來，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5:15 你們要仔細留意怎樣行事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人，乃

要像有智慧的人；  

5:16 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5:17 所以不要作愚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  

5:18 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放蕩，乃要在靈裡被充滿，  

5:19 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對說，從心中向主歌唱、頌

詠，  

5:20 凡事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裡，時常感謝神與父，  

5:21 憑著敬畏基督彼此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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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的原則   

四章十七节开始一个新的段落。与神呼召相配的行事为人，头

两项都放在这章的第一段。这原因乃是：在基督里的长大与保

守一密切相关，无法分开。一至十六节是说到基督身体的生活

与功用。现在从十七至三十二节是说到日常的生活；十七至二

十四节给我们日常行事为人的原则，二十五至三十二节给我们

行事为人的细节。 

十七节指明，保罗所要说的不仅是他的劝勉，也是他的见证。

他所劝勉的，就是他所活的。由于他自己过着这种他所要描述

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教导里，他向我们作见证。在神的眼中和

使徒保罗的眼中，世人所想、所说、所作的，不过是虚妄。那

些事没有一样是真实或扎实的─一切全都是虚空。然而，外邦

人仍然是与神的生命隔绝。这种隔绝的一个原因，乃是“那在

他们里面的无知”。（弗四 18。）无知在这里的意思是，不仅

缺乏知识，也拒绝知道。堕落的人因着心里的刚硬和悟性昏暗，

不以认识神为美。（罗一 28。）   

十七至十九节是保罗在二十节所说“但你们并不是这样学了基

督”的一个黑暗背景。当我们相信主耶稣而得救时，神就把我

们放在作为模子的基督里。这模子就是记载在四福音书里耶稣

的生活，这是完全照着实际而有的生活。实际（真理）是光的

照耀，光的彰显。因为神就是光，（约壹一 5，）所以实际（真

理）就是神的彰显。福音书里所记载耶稣的生活，每一面都是

神的彰显。祂所说所行的，都彰显神。神的这个彰显，就是光

的照耀；因此，这彰显就是实际（真理）。耶稣这照着实际而

有的生活乃是模型，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其中。在这模型里，我

们照着那在耶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  

旧人是外面照着神的形像创造的，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创

一 26～27。）但新人是里面照着神自己创造的，有神的生命和

性情。（西三 10。）不仅如此，新人是在那实际的义和圣中所

创造的。义是照着神公义的法则，与神与人都是对的。圣是在

神面前的敬虔、虔诚。（见路一 75 注 1。）义重在对人，圣重

在对神。义是指外面的行为，圣是指内里的性情。在外面，与

新人有关的一切都是义的；在里面，与新人有关的一切都是圣

的。如果我们藉着脱去旧人并穿上新人学了基督，我们就是在

召会生活里，因为新人事实上就是召会。如果我们照着那在耶

稣身上是实际者学了基督，我们就有真正、正确、且实际的召

会生活。 

使徒在十七至三十二节的劝勉里，不仅有恩典和实际作基本的

元素，还有神的生命（18）和神的灵作正面基本的因素，也有

魔鬼（27）作反面的因素。乃是在神的灵里，藉着神的生命，

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才能过满了恩典和实际的生活，像主耶

稣一样。 

二 活在爱与光中 

保罗嘱咐我们要效法神。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有祂的生命和

性情。我们效法神，并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乃是凭祂神圣

的生命。我们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

舍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弗五 2。）

在这里，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基督，乃是在爱里行事

为人的榜样。爱是神内在的本质，光是神外显的元素。神内在

的爱是可感觉的，神外显的光是可看见的。我们在爱里的行事

为人，该由神爱的本质和光的元素二者所构成。这该是我们行

事为人内在的源头，这比恩典和真理更深。在圣经里，供物和、 

祭物之间有所不同。供物是为着与神交通，祭物是为着得赎脱

罪。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作供物使我们与神有交通，也作祭

物赎我们脱离罪。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这虽是为我

们，却是献与神的馨香之气。我们照祂的榜样在爱里行事为人，

不该仅是为别人，也该是献与神的馨香之气。 

保罗在五节说到基督和神的国。基督的国是千年国，（启二十 4，

6，太十六 28，）也是神的国。（太十三 41，43 与注。）信徒

已经重生进入神的国，（约三 5，）今天是在召会生活中，活在

神的国里。（罗十四 17。）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能有分于千

年国；只有得胜的才能有分。凡是污秽、失败的，来世在基督

和神的国，即千年国里都得不到基业。六节继续说神的忿怒临

到那悖逆之子。悖逆之子乃是不信者。我们这些信徒，是神蒙

爱的儿女。虽然如此，有些神儿女的为人却像悖逆之子。所以，

神的忿怒必要临到他们。为这缘故，保罗在七节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我们该好好的效法神，不要有

分于任何污秽的事。我们从前不仅是黑暗的，并且就是黑暗本

身。如今我们不仅是光的儿女，并且就是光本身。（太五 14。）

光就是神，照样，黑暗就是撒但。我们从前是黑暗，因为那时

我们与撒但是一；现今我们是光，因为我们在主里与神是一。   

保罗论到光的果子：“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

果子是生命同其性质的事，光之果子的性质就是父神。义指光

之果子的途径或手续。在神格中，子基督是我们的义。祂来到

地上，照着神的手续（这手续总是义的），产生一些东西。义

是神的途径，神的手续。基督照着神义的手续，成就神的定旨。

（罗五 17～18，21。）所以，光之果子的第二面是指子神。真

实是光之果子的彰显，就是隐藏之光的照耀。无疑的，这真实

是指实际的灵，就是三一神的第三者。所以，父是善，子是义，

那灵是真理、实际，这三者都与光的果子有关。 

五章十五节是一至十四节所得的结论。我们若在爱里并在光中

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会像不智慧的人，乃像有智慧

的人。不智慧的人是四章中的外邦人；反之，有智慧的人乃是

神蒙爱的儿女。 

三 凭着在灵里被充满而活着 

我们必须赎回光阴，因为日子邪恶。在这邪恶的世代，（加一

4，）每一日都是邪恶的，满了邪恶的事，叫我们的时间变为无

效、受缩减、被夺去。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有智慧，明

白主的旨意，才能赎回光阴，把握每一可用的时机。  

十八节说醉酒是在身体里被充满，而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被充满，

乃是被基督充满，（一 23，）成为神的丰满。（三 19。）在身

体里醉酒使我们放荡；但在灵里被基督充满，被神的丰满充满，

乃使我们涌流祂，用诗章、颂辞、灵歌，彼此对说，时常感谢

神，（五 19～20，）也使我们彼此服从。（21。） 我们应当感

谢父神，不仅在顺境，乃是时常如此；不仅为着好事，乃是为

着凡事。即使在逆境中，我们也当为着不顺的事，感谢神我们

的父。这节告诉我们，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感谢。主名

的实际乃是祂的人位。在祂的名里，就是在祂的人位里，也就

是在祂自己里。这含示我们感谢神时，该与主是一。 

保罗在二十一节说到，“凭着敬畏基督，彼此服从。”彼此服

从也是在灵里被主充满的路，以及被充满后的涌流。我们的服

从该是彼此的，不仅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年长的也当服从年

幼的。（彼前五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