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汉密尔顿召会周讯汉密尔顿召会周讯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第第第 369369369369 期期期期]]]]    The Church in Hamilton The Church in Hamilton The Church in Hamilton 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主后主后主后 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04040404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00004444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近期大事近期大事近期大事近期大事    1. 周六（4/22）在纽约有姊妹相调聚会，本召会有11 位姊妹参加 2. 周六（4/22）高静姊妹的先生 Michael Jarsky 的安息聚会在 Borden Town 殡仪馆举行，本召会有九位弟兄姊妹参加，请继续为高静姊妹代祷。 3. 4/29（周六）11 点，在 Franklin 会所有为郭德政弟兄和郭开琳姊妹的大女儿 Phoebe 举行结婚聚会，要去参加的请告诉福建弟兄。 4. 4/30（主日）在 Franklin 的主日集中聚会改到5月 21 号，请互相转告。 5. 夏季训练报名截止日期是 5月 1号，要去的请赶快向福建弟兄报名. 6. 国殇节国际特会定于 5月 26 日-29 日位于 198 Central Avenue, White Plains, NY 10606 的Westchester County Center 举行。希望弟兄姊妹抓住和珍惜这样的机会，分别时间能与世界各地来的圣徒们共享盛宴。需要旅店的致电 845-

358-4100 Nyack Motor Lodge to mention group name “Church in Franklin” for group rate.     召会追求进度召会追求进度召会追求进度召会追求进度    1. 晨兴圣言：第九篇虹—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 2. 现场听抄https://snippetinfo.net/media/1927 3. 生命读经：以西结书生命读经第十二篇（下） 4. 职事书报：事奉主者该有的进取 5. 新约读经：启示录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6. 旧约读经：但以理书第九章 7. 背诵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 12‐28 节  第第第第九九九九篇篇篇篇        虹虹虹虹————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之经历的总结     [创九 9]“看哪，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创九 13]“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作我与地立约的 记号。”  [启四 3]“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象碧玉和 红宝石，又有虹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象 绿宝石。” ； [启十 1]“我又看见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头上有虹，脸面象日头，两脚象 火柱。”  

 [结一 28]“下雨的日子，云中虹的样子怎样，周围光辉 的样子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样式显 出来的样子…。”  [启二一 19 ～ 20]“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 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 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 红宝石，第七是黄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 是黄玉，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 十二是紫晶。”  壹壹壹壹            虹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虹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虹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虹是神信实守约的记号     圣经头一次 提到彩虹乃是一个表号，表征生命和救赎的神是立约 并守约的那一位（创九 12 ～ 17）。创世记九章的约 是为居人之地制定的，这指明神虽然会审判这地及其 居民，但祂仍然记念祂关于地所立的约，并且遵守这 约。…彩虹向我们宣告，神会为着地的缘故守约。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各样的活物立约（创九 9～ 17），向人类保证，绝不再用洪水毁灭他们和地（圣 经恢复本，创九 9 注 1）。  神所立在云中作约之记号的虹（12 ～ 17）有什么 意义？虹表征神的信实。神对什么信实？神对祂所说的信实。每当你感觉软弱，你必须呼求神的信实说，“神啊，你是信实的。我软弱，但你必须照你的话使我刚 强。”我们都活在约下，这约有神的信实作为确定的 记号：洪水不再来临。这就是召会生活。在新约圣经的每一节，我们 看见神的应许。我要给你们其中的一节，那是我相 当有经历的：“那临到你们的试诱，无非是人所能 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容你们受试诱过于所能受 的，祂也必随着试诱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 住。”（林前十 13）这节圣经在你面临任何环境时 都可应用。  在挪亚的时候，堕落人类受神审判而毁灭，但神因着 祂的信实叫一些人免受审判。这也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之 信徒的光景。…我们都是堕落的，当被毁灭，但神免除了 我们的审判。赞美主，因着祂的信实，我们被免除了！如 今我们有一道虹，作神信实的记号。虽然神是圣别的神， 也是烈火，没有人能在祂面前存留，但因着祂的信实，我 们得以免受审判（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六页）。   贰贰贰贰            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经历总结于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经历总结于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经历总结于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经历总结于    一道虹一道虹一道虹一道虹————结结结结一一一一    28282828，启四，启四，启四，启四    3333，十，十，十，十    1111，二一，二一，二一，二一    19 19 19 19 ～～～～    20202020：：：：         



 

 

虹的主色是红、黄、蓝，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与 我们在以西结书所看见的符合。宝座仿佛蓝宝石，金 银合金是金黄色，火是红色。这三色照耀相映，就成 了一道虹。 蓝表征宝座。根据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公义是 神宝座 的根基。这指明蓝色的宝座表征神的公义。火 表征圣别、分开的火和销毁的火。这意思是说，这里 的红色是指神的圣别。黄色表征在闪耀金银合金里神 的荣耀。因此，这里有蓝、红、黄三色所表征神的公 义、圣别和荣耀。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是三种神 圣的属性，使罪人不能靠近神（以西结书生命读经， 一六六页）。  虹的主色是红、黄、蓝，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与 我们在以西结书所看见的符合。宝座仿佛蓝宝石，金 银合金是金黄色，火是红色。这三色照耀相映，就成 了一道虹。 蓝表征宝座。根据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公义是 神宝座的根基。这指明蓝色的宝座表征神的公义。火 表征圣别、分开的火和销毁的火。这意思是说，这里 的红色是指神的圣别。黄色表征在闪耀金银合金里神 的荣耀。因此，这里有蓝、红、黄三色所表征神的公 义、圣别和荣耀。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是三种神 圣的属性，使罪人不能靠近神（以西结书生命读经， 一六六页）。  主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 耀的要求，…如今祂乃是我们的公义、圣别和救赎（林 前一 30）。祂如今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必须这样 经历基督，使别人在接触我们的时候，能感觉到公义、 圣别和荣耀。这意思是说，他们应当能感觉得到，我 们有清明的天，我们有宝座，我们也是公义且正确的， 没有丝毫的随便或松懈。我们也该有金银合金，是发 光、照耀并有分量的。这样，我们就有虹的样子。… 我们原是堕落的，如今却得救了，成了神按信实必拯 救我们的见证。每处地方召会都该有这样一道虹的见 证（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七页）。  帖前五 23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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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里的圣别一辞，我们不该按着天然的观念来领 会。…圣别既不是无罪，也不是完全。圣别的意思不 仅是成圣，分别归神，也是与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别。 只有神在祂的性情上与一切不同，与一切有别。因此， 只有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性情显著的性质，是祂 的一个属性。  成为圣别就是从神以外的一切事物中分别归神。这意 思也就是与一切不是神的不同、有别。因此，我们成为 不凡俗而有所不同。在宇宙中，唯独神是圣别的。祂与 一切不同、有别。因此，成为圣别，意思就是在神的不 同上与祂是一。你也许无罪且完全，但你若不与神是一， 就不圣别。神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圣别的。我们进 到神里面，就更加圣别。我们与神调和，就是最圣别的。 

神的另一个属性是公义。神是圣别的，也是公义的。圣别与神里面的性情有关，而公义与神外面的行动、作法、行为和活动有关。神所作的一切都是公义的。…神的公 义就是在有关公平和公义之行动上神的所是。神是公平、公义的。凡神在祂公平和公义上的所是，就构成祂的公义（新约总论第一册， 一○一页）。  我们在自己里面，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 23）， 落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也被神的圣别隔开。但如 今我们这些信徒是在基督里，就得着祂成为我们的公 义、圣别和荣耀。不仅如此，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 们甚至披戴基督作我们的公义、圣别和荣耀。因着我 们在基督里，在神眼中我们看起来就是公义、圣别和 荣耀（以西结书生命读经，一六七页）。  至终，甚至新耶路撒冷也象一道虹。新耶路撒冷的根基有 十二层，每一层是一种颜色（启二一 19 ～ 20）。我 曾读到一篇文章，作者说这十二层根基的石头，颜色 看起来就象一道虹。我们这些蒙神免去审判的人，就是这圣城。凭祂 的公义、圣别和荣耀，我们有虹的样子，向全宇宙 宣告神拯救的信实。  虽然这虹要在永世里才显出来，但这道光辉的虹属灵 的实际应当显在今天的召会中。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必须 让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我们也必须接受恩典到一个地步， 使每一件事都是纯净、公正并圣别的。这意思是说，神圣 别的火必须烧掉一切与神不配的东西，使神的性情在弟兄 姊妹的人性里并借着他们的人性，显为光耀的金子。这 样，召会就充满了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这三种特征要 相联相映，形成一道光辉的彩虹，彰显神并为神作见证。 这对我们不该只是一个教训。这道虹的实际必须作 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些蒙神免去审判的人，有一道 虹的样子，向整个宇宙作神的见证，并宣告神的信实。 这意思是说，我们要披戴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   
Date Lawrenceville West Windssssor English Total 04/02/17 Combined 109 04/09/17 50 34 49 133 04/16/17 42 25 28 95 04/23/17 Combined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