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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第十三篇 律 法 是 神的 见 证， 将 神 启示 给 祂的
1. 吴天龙弟兄 已于 8/8 下午出发去参加 FTTA 训练， 百 姓 ，也 是 神 活的 话 ，将 神 的 本质 灌 注到 爱
Christine Zhao 姊妹也将于 8/9 前去参加 FTTA 训 祂 的寻 求 者里 面
练，请在爱里祷告纪念弟兄姊妹的奉献， 为主摆上
自己一切的心志，求主借着训练成全他们，使他们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章 3-17 节
成为主合用的器皿。感谢主!
20:3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2. YP SST 第二周继续在纽约举行，本召会有 20 位 YP 20:4 不可为自己雕制偶像，也不可雕制任何上天、下
前去参加，感谢主，愿主得着这些青少年。周一下 地、和地底下水中之物的像。
午送和周六的接仍需要家长提供车辆服务，可帮助 20: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
的请联系 Paul Jin 弟兄： 510-875-5510
3. 请主耶稣保守王茂礼弟兄的孙女殿珺和殿琳健康、 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孽，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平安、茁壮成长！请多多为他们代祷，感谢主！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
4. 7/14 Montessori school 的执照已拿到，于 7/20 20:6
代。
开学。请弟兄姊妹多多代祷，并推荐给朋友。
20:7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
其它报告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晨兴圣言第十三周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20:8 当记念安息日，将这日分别为圣。
3. 生命读经追求:
20:9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20:10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日你和你的儿子、女儿、仆人、婢女、牲畜、并你城
http://rsgamen.org
里的寄居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
代祷事项
20: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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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
将这日分别为圣。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20:12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的地上，得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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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不可杀人。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20:14 不可奸淫。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20:15 不可偷盗。
8.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舍。
9.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20:16
20:17 不可贪爱邻舍的房屋；也不可贪爱邻舍的妻子、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
仆人、婢女、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真理成全概要—从被掳到归回

从大卫到被掳，乃是从以色列国因大卫得建立，到以色列国
因诸王败坏而亡国被掳。使以色列国得建立的大卫，乃是波
阿斯的后代。在波阿斯身上，我们看见，看重神所赐长子的
名分，而带进建国的君王。在大卫身上，看见人遵行神的旨
意，而作合神心意的人，并战胜仇敌，而建立神的国度，为
着建造神的圣殿。后在所罗门身上，看见神赦免大卫罪过之
恩典的结果，和圣殿的建造。再后在罗波安身上，看见蒙恩
的所罗门堕落的结果，使神的百姓分裂并混乱。继之在耶罗
波安身上，看见在神百姓中制造分裂者的恶果，乃是家破国
亡。后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身上，看见他们的兴衰在于他们
与神的关系，和神对他们的宽容、忍耐与公义的审判，并他
们因终不悔改，而遭亡国被掳。

本篇信息解释神的律法（十条诫命），律法乃是神自己的启
示，神的见证。一种律法总是启示出制定那个律法的是怎样
的人。
十诫分为两组，各有五条。……在第一组，每一条诫命都用
到“耶和华你的神”这个神圣的称呼。但对于第二组的五条，
耶和华的名一次也没有提起。因此，主名的使用是断定十诫
排列的决定因素。
十诫首先启示神的忌邪，甚至神的愤恨（罗九 13）。妒忌
生出愤恨。圣经不仅说神是爱，还说神是忌邪的。在林后十
一章二节，保罗说到神的妒忌。

十诫也启示神是圣的。第四条诫命论到守安息日是与神的圣
别有关，意指神与一切事物都有分别。按照创世记二章，神
将第七日分别为圣，或使它成为圣别。因此，安息日是第七
日，乃是神的圣别、神的分别的记号。
出埃及二十章十二至十五节启示神是一位爱的神。如果我们
不孝敬父母，意思就是不爱他们。照样，如果我们爱人，就
不会窃取别人的东西。在马太二十二章三十七至四十节，主
耶稣回答反对祂的人说，全律法都在爱神和爱人里面得以完
全了。 我们不仅必须以全人来爱主，也必须爱人如同自己。
在加拉太五章十四节保罗说，“因为全律法都在‘要爱邻舍
如同自己’ 这一句话之内，得以完全了。”
十诫也启示我们的神是义的。因着祂是义的，祂必追讨恨祂
之人的罪，直到三四代〔出二十 5〕。……为了表明祂是公
义的， 祂必须这样作。
出埃及二十章十六节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邻舍。”这条
诫命启示神是真实的。不作假见证，意思是我们必须说实话，
不可撒谎。这条诫命与破坏人的谎言有关；它说出我们必须
诚信真实。 前面九条诫命与外面的行为有关，而第十条与
隐藏在我们里面，主要的是在我们思想里的罪有关。 我们
的贪心指明我们不纯洁。唯有神是纯洁的，因为纯洁的人不
贪心。我们贪心是因着不纯洁、不清洁。我们的心、愿望、
意念，若在各方面都是纯洁的，我们就不会起贪心。 律法
是基督的预表、图像，而基督说出神、描绘神并彰显神。
所以，律法乃是作为神见证之基督的预表。要紧的是，我们
要看见律法是见证，将神启示给我们。
律法有两面—字句的一面和那灵的一面。“那字句杀死人，
那灵却叫人活。”（林后三 6）我们来就近律法的态度，若
只是关切字句的诫命，我们所有的就是律法在杀死人的字句
这一面。 然而，我们若将律法的每一部分—所有的诫命、
典章、律例、训辞和判语，当作我们所爱之神呼出的话，我
们就会有律法赐生命之灵的这一面。
律法的功用也有两面。消极一面，律法暴露人的罪（罗三
20 下，七 7 下），叫罪人服在神面前（三 19）。律法也
将神所拣选的人看守在其监管之下，好带他们归于基督（加
三 23~24）。 积极一面，律法的功用是神活的见证，将活
神供应给寻求祂的人（诗一一九 2、88）；律法也是神活的
话，其功用是将神自己作为生命和光，分赐到那些爱律法的
人里面（25、116、130） （圣经恢复本，诗一一九 50 注
1）。
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的，这人就
是爱我的。”而二十三节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
话。”……论到生命的基本原则，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
〔虽然〕我们凭自己无法遵守神在旧约里，或主在新约里的
诫命，……但我们能住在主里面，并经历祂住在我们里面，
而让祂注入（出埃及记生命读经，六九八至七○一页）。
这样的灌注和互住的结果，就使我们能遵守神的诚命，不是
凭着自己的努力，乃是凭着注入到我们里面神的本质。

我们若好好祷读出埃及二十章一至十七节，这些经节会带我
们进入神里面，并将神的本质注入我们里面。我们越这样接
触神，就越被神浸透。结果，我们自然而然地在符合神律法
的方 式中生活。我们不要尽力去遵守律法，乃要活出律
法。……这里的关键乃在于我们对主和主话的爱慕。我们若
爱祂，又遵守祂的话，祂必到我们这里来，并同我们安排住
处。何等美妙！
现在让我们……来看，两种不同的人如何对待律法。这两种
人就是爱神的寻求者（太二二 36~38），以及遵守律法字句
的热中犹太教者。
诗篇三十六篇八至九节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
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
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这些经文听起来真像
是新约中的一段。原则上，诗人享受三一神和我们今天一样。
因神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以及喝神乐河的水，就是享受三
一神。……诗人不是要遵守律法的要求，乃是要寻求神。他
们追求神，神就注入到他们里面。自然而然的，他们不仅照
着神所颁赐的律法而活，更是照着神的性情而活。
律法在诗人的手中，是可爱的；但是到了热中犹太教者的手
中，就变成消极的东西了。大数的扫罗得救以前，为律法大
发热心（腓三 5~6）。身为热中犹太教者，他甚至是亵渎神
的、逼迫人的（提前一 13）。 当他还是热中犹太教的扫罗
时，他并不是真爱神；反之，他乃是照着宗教的传统，为律
法大发热心。因这缘故，扫罗悔改归向基督时，就弃绝了律
法。所以保罗贬低热中犹太教者所误用 的律法（出埃及记
生命读经，七○九页）。
当我们把爱神的寻求者与遵守律法字句之人的光景对照时，
我们就看见在这事上，旧约和新约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
若爱主、全心寻求祂、与祂同住并享受祂的丰富，祂的本质
就要注入到我们里面；祂自己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的生活。
因此， 从我们所活出的，就是神的彰显。这样的生活符合
神的律法； 结果，我们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真正敬拜神
的人乃是那些照着神的所是，符合神的所是，并返照神之所
是的人。遵守律法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敬拜者；真正的敬拜
者乃是被神注入并活出神，因而成为照着神所是并符合神所
是的人。这种人的生活符合神的生活，并返照祂的所是。这
就是耶稣活的见证。
摩西在山顶上四十天被神注入之后，就因神的光而发光。请
注意，神没有要求摩西作什么。反之，神将祂自己灌输到摩
西里面，直到摩西开始因祂而发光。摩西从山上下来时，他
的面 皮发光，原因就在这里。地上最崇高的职业，就是花
时间让神注入，使我们将神照耀出来；这比为神作任何事都
伟大。我们若要将神照耀出来，就必须花时间与神同在，不
是要作什么， 乃是让祂灌注到我们里面（出埃及记生命读
经，七一○至七一 一、七一五、八五九至八六○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