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404 期]
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7 年 12 月 18 日-2017 年 12 月 24 日
召会近期大事

十四章有一千倍的十二乘十二，有一千倍完整中的完整。这就

一、已过主日弟兄们释放了汉密尔顿召会新的一年在财务奉献

是十四万四千这数字的意义。这十四万四千初熟的果子就是那

上的目标。服事弟兄们都拼到主的面前，愿意在 2019 年 2 月将

些完成神永远定旨的信徒。下面是关于这十四万四千被提信徒

召会的银行及个人无息贷款全部还清。这个负担是带领弟兄们

的特征：

和服事者经过一个月的交通所定下来的，愿我们每一位圣徒都

一、从地上买来的，是从人间买来的；这证明他们已不在地上，

能照着自己在主面前的心愿，一同有份于召会的往前。请于接

乃是被提到诸天之上了。

下来的一至两周填写好 2019 专款特别奉献心愿单，并投放在奉

二、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初熟的果子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

献箱里。

上（启十四 1）。一节里的锡安山不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

二、12 月 23 日晚在会所有西温莎区的相调聚会。

（来十二 22）。那些同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人，是在敌基督

三、12 月 24 日晚在会所劳伦斯区有包饺子与相调聚会。

迫害宗教之前就被提到诸天之上的；在他们被提之后，敌基督

四、主日初信成全班（12 周）正在进行中，鼓励福音朋友及初

要逼迫人，强迫人拜他。从这个事实我们得知，活着的得胜者

信圣徒参加。

是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

召会追求进度

三、有羔羊的名和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这表明他们与羔羊

一、圣经主题：启示录第十四章

和父是一，属于羔羊和父。

二、生命读经：29-30，46-48 篇

四、唱新歌；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

三、晨兴圣言：秋季长老训练第三篇

前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

职事信息选读
在启示录十四章里说到三种的收割。第一种收割说到初熟果子
的收割，也就是大灾难前活着的得胜者的被提。第二，十四章
还说到庄稼的收割，就是大体信徒的被提，和大酒醡的收割，
也就是地上恶人的收割。所以这一章启示，在末期地上还活着
的各类人神要如何对待他们。
壹、第一种收割--大灾难前信徒中初熟的果子~十四万四千人。
启示录十四章一节说，“我又观看，看哪，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同祂还有十四万四千人。”这数字必是实在的数字，但具有象
征的意义。数字是实在的，却有属灵的意义。我们可以运用某
一原则来了解这数字的属灵意义。十四万四千是十二乘十二的
一千倍。十二是神永远行政里完整的数字。一百四十四是十二
乘十二，表征完整的完整，最丰满的终极完整。这里是这个终
极完整的一千倍。我这样说，不是随便或没有根据的。圣经的
数字，十二是三乘四组成的。我们从新耶路撒冷城有四面，每
面有三个门就可以知道，新耶路撒冷的十二是三乘四组成的。
无疑的，三表征三一神。在启二十二章一节，我们看见神和羔

学这歌。”除了这初熟的果子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因为别
的人都没有这不可缺少的经历。歌总是出于经历，你若没有经
历，就没有可唱的。
五、未曾与妇女在一起受到玷污；这里的童身该是主在马太十
九章十一至十二节所说的童身。然而，同样的原则也可适用于
姊妹（林前七 7～34、37）。童身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该受任何
属地事物的玷污。为了作活着的得胜者，我们必须蒙主恩典的
保守，不受任何的玷污和污染，象童女一样活在地上。在预表
中，初熟的果子不是带到农夫的家中，乃是带进神的家里，神
的殿中，作祂的满足。我们都必须学习在新鲜、亲密、爱的关
系里将自己献给主，作祂的享受。
六、在他们的口中找不着谎言；五节说到初熟的果子，“在他
们口中找不着谎言。”谎言是撒但的彰显和代表。魔鬼是所有
说谎之人的父，谎言是从他而出（约八 44）。在得胜者口中
找不着谎言，指明在他们的表现里毫无撒但的成分。
七、没有瑕疵；五节又说，初熟的果子是没有瑕疵的。这指明
他们没有斑点、皱纹，在神的圣别里是完全的（弗五 27），

羊的宝座，从这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这里我们看到父、

是绝对圣别归神，且完全被神浸透的（帖前五 23）。

子、灵将自己分赐到城里。这就是三一神。这城的本身代表神

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这十四万四千初熟的果子，

的造物，这由四（四活物—启四 6）所表征。三乘四，表征三一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祂。”（启十四 4）不是羔

神与人的调和。因此，十二表征神性与人性的调和。何等的奇

羊跟随我们，乃是祂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祂。

妙！这调和是为着神经纶的完整，为着神经纶行政的完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初熟果子被提后所要发生的事。

所以，十六节所说的收割，乃是指那些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

一、永远的福音；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所要发生的第一件事

之大体信徒的被提，因为这收割是发生在敌基督强迫人拜他和

就是永远福音的传扬。永远的福音与召会时代所传恩典的福音

他的像之后。关于大体信徒的被提有以下几个要点。

不同。恩典福音的基本内容是悔改归向神，并信入主耶稣，使

一、在敌基督逼迫宗教之后，大灾难的末了；按照十四章，庄

人的罪得赦免，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永远福音的基本内容是叫

稼的被提是发生在敌基督逼迫宗教之后。在初熟的果子被提以

人敬畏神、敬拜神，使他们不受迷惑跟随敌基督，并被带回，

后，那兽，就是敌基督，要强迫百姓拜他和他的像，也要逼迫

真正敬拜那创造天地的神。今天在地上，惟独人有权利传恩典

信徒。这就是大灾难。

的福音；但到了这世代结束时，永远的福音不是人在地上传的， 二、被好象人子的基督收割；十四节说，“我又观看，看哪，
乃是由天使在天空传的。神在每个时期，都有特别的方式对待

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象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

某些人。在律法时代，神借着律法对待以色列人。在恩典时代， 拿着快镰刀。”那位是人子的基督要来收割庄稼。祂曾经是人
神是按着恩典，不是按着律法，对待在祂里面的信徒。大灾难

子到地上来撒种，将来还是人子，再次回来收割祂所撒的。

一开始，恩典时代就结束了；正如施浸者约翰来了，律法的时

三、庄稼熟了；十五说，“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要成熟就

代就结束了。在大灾难的开始，当撒但被摔到地上，该撒尼罗
的灵从无底坑出来的时候，恩典的时代就要结束。在三年半，
就是四十二个月的大灾难期间，神要用另一种方式，就是永远
福音的方式来对待人。那时，神要差遣一位天使，在天空顶点
传扬永远的福音。
二、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第二件要发生
的事是宗教巴比伦的倾倒。八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那叫万国喝她淫乱烈怒之酒的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
“那叫万国喝”，这句话指明，这里的巴比伦是宗教、奥秘的
巴比伦，就是十七章二至六节所说的罗马天主教；而不是指十
八章二节所说物质的巴比伦。在末七之半，敌基督要废弃他与
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时，他要毁灭各种宗教，这也是三年半
大灾难的起头。所以，宗教的巴比伦要在大灾难的起头倾倒，
物质的巴比伦则要在大灾难末了倾倒。
三、对拜兽和兽像，以及受它印记的警戒；凡拜兽和兽像，并
且受它名之印记的，要永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息。
四、大灾难中的殉道；在大灾难期间，有许多圣徒要殉道。十
三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
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
他们的工作也随着他们。”这里死了的人是指在大灾难期间，
受敌基督逼迫的殉道者。
贰、第二种收割--庄稼（启十四 14~15）

要把一切属地的水分晒干。大灾难的苦难要象薰烤的太阳一样，
将大灾难中留在地上之圣徒属地的水分晒干，好使他们成熟。
四、用镰刀收割；在十五节，有一位天使说，“伸出你的镰刀
来收割。”十六节说，“那坐在云上的，把镰刀扔在地上，地
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两节里的镰刀象征主所差来收割庄
稼的天使（太十三 39）。
五、在吹第七号的时候被提；庄稼是在吹第七号，就是吹末次
号筒的时候被提（林前十五 51～52，帖前四 15～17）。第七
号要一直吹到永远。
叁、第三种收割~大酒醡（启十四 18~19）
启示录十四章十八、十九节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快镰刀
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累累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
把他的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烈怒的大酒
醡中。”在圣经里，将犹太人比喻为无花果树，将信徒比喻为
麦子，将邪恶的外邦人比喻为葡萄树，这是一棵假葡萄树，乃
是基督和祂众肢体所组成之真葡萄树的赝品。撒但把不信的人
仿造成假葡萄树，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大酒醡就是
约沙法谷的审判。神烈怒的大酒醡也就是哈米吉顿的大战。外
邦一切邪恶、属世的军队都要聚拢在那里，主同祂得胜的圣徒
要和他们争战，并毁灭他们。大酒醡要被基督所踹踏。二十节
说，“那酒醡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醡里流出来，高到马的嚼

地上的庄稼就是神在地上的子民，在基督里的信徒。主第一次

环，远达约三百公里。”这里的城指耶路撒冷城，马相当于十

到地上来时，将自己撒在信祂的人里面；从那时起，凡接受祂

九章十八节者。从酒醡里流出的血形成了一条三百公里长的河。

这生命种子的信徒，就成了神在地上的农作物。那最先成熟的， 从北方、西方和东方而来的军队要聚拢，如同成熟的葡萄放进
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收割，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如一至五节所

酒醡里。这是预言清楚的话。踹大酒醡要结束大灾难，也要终

指明的。大体的信徒要借助于大灾难期间的苦难得以成熟，并

结这世代。这是一件大事。

在大灾难末了被收割，就是被提。

弟兄姊妹好，接着刚才弟兄的交通，我愿意和大家来分享有关我个人简在财务奉献的见证及经
历。其实在座的好多弟兄姊妹比我更有资格在这里做奉献见证，这两年，因国内弟弟车祸后手
术和治疗的原因，在财务奉献上远不如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不过，借着弟兄们的负担和主在今
天的说话，我愿意再次分享我个人的经历，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已听过好多遍，但今天，还愿意
你们再听一次。
题目： 第一次的财务奉献与神的信实
我是一个从内蒙穷山村来美国的，最初的落脚地是在生活费用昂贵的波士顿。那时我们住在离
东北大学较近的波士顿艺术馆（Fine Art Musium)附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波士顿的
Quincy 有一家名叫 Haimarket 的露天菜市㘯，价格要比其它超市便宜的多，且只有周末营业。
我们因是穷学生，所以毎周就前去釆购一周的所需。从我们住处乘地铁的 E（綠）线到
Haimarket, 共有 8 站， 去 inbound 50 美分 , 回 outbound 是免费。我们为了省这 50 美分，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步行 50 分钟左右去买菜，而后坐免费回程车回来。那时候我们确实经历
了钱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毕业后于 1995 年因丽台的工作，我们搬迁到新泽西州。1998 年听到福音后，不仅仅参加小排
聚会，还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参加主日聚会。那段时间常常听到有长奉献的交通和神的话语，包
括财务奉献的交通。因当时因还没到信主，不认识神的话语，在我听到圣经里主说：＂你们不
是属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心想谁也没有把我买来，我是自己来的，我是属我自
已。主在马太六章 19 节所说的说“ 不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地上，只要为自己积蓄财宝在天上。
财宝在那里，心也在那里”我那时心里说，只有傻子才会积蓄财宝在天上，这些年在美的生活
经历，我真实地经历了钱在生活中的重要。在波士顿的近四年里，如果我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我就不会为省 5 角钱而忍受夏天的酷署和冬天的刺骨寒风。因还没信主，对神的话感觉不深。
不过，我们仍坚持参加小排和主日聚会。1999 年，我与姊妹先后受浸归入主名。也正好赶上
富兰克林新建会所需财务的奉献的交通，当时神的话语特别強，财物奉献也很强，差不多是为
月都有财物奉的详细状况报告。记得弟兄们在神的话语上交通的特别多而且透。如主在路加福
音六章 38 节说：“你们又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量器,连 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
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玛拉基三章十节 “万军之
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
天上的窗户,倾福 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见证也很強。当时的我正好转换工作，借着弟兄们
的这样的交通，我就私下里和神办了一个交涉：我说 ：主，你知道我在转换工作，如果你成
就我这份新的工作，我就将我第一个月的才资归入你的仓库，奉献给你的召会。结果神成就了
我这份工作，我也如实地迈出了第一次的财务奉献。真实地去试了试神的信实。日后的奉献真
到如今，确实经历见证了神的信实。今天，我相信我不仅是重价买来的，我也加入这个傻子的
行列。
这第一次的财物奉献便证实了神“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的应许。也真实的经历了什么
叫心思的更新，从表面上看，奉献后，银行里的存款确实减少了，但实际上神却又以不同的方
式加给我。我刚到 BMS 工作时， 年薪是 4 万 8 千，一个月的工资奉献才是 4 千，然而到第二
年我的年薪涨到 5 万 3 千，我的上司告诉我说：公司做工资普查，发现你的工资偏低，就给你
重新调整了。我的第一感觉便是感谢神，我給你的是十二份之一，你还给我后的却比十分之一
还要多。我试了你的可信，主我是多么的小信，日后愿你带领并看顾。其实在今天的生活中，
许多的事取决于我们的心怎样去看侍。就如我的年薪由 4 万 8 涨到 5 万 3，若是我觉得本该得

这么多，是公司給的我少，亏欠了我，便失去了喜乐和感恩的心。今天，我的年薪已翻了一倍
多，别人 64 岁已解退，而神赐不仅给我健康的身体継续上班工作，还赐我足够的智慧来接受
工作所面临的新挑战。因着奉献，神扩大了我的度量，增加的我的信心和在衪里面的喜乐．在
这里我也希望那些还没经历到神的信实的弟兄姊妹借着这样的财物奉献来试试神。
再则，因着我们这样的奉献，神也同样地祝福和看顾着我们的下一代。我可见证，因我们的奉
献，我们们的孩子会更爱主，更受主的保守。在我和丽台都上班的阶段里，我们女儿上医学院，
我们儿子也在读大学，俩个孩子也知我们财物上有些吃紧，他们俩还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能因
他们俩的学费就减少奉献。每次儿子回家后，就问你们这个月奉献了吗？奉献够十分之一了吗？
我们因着他的单纯和对神的信靠，我们软弱的手也被举起，借着神的智慧，接下来他们 俩学
业费用和该有的奉献我们是用 Home Equity line 来支付的。弟兄姊妹们，若你们要孩子更爱
主，更受主的看顾保守，就要在凡事上做榜样，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撒种。
借着财务的奉献， 也使我们学会怎样理财和用钱。钱是永远不够花的，多有多的花法，少有
少的花法，但我们愿花费在主的身上。愿去拯救那些失殇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