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3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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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后 2015 年 12 月 27 日-2016 年 01 月 02 日 

近期大事 

1. 冬季训练于 12/21-26 在加州安那翰举行。本地有

录影训练，欢迎弟兄姊妹参加。具体安排如下： 

12/22-24，8pm, 信息 1-3 

12/26-27，1pm, 信息 4-5 

12/28-31，8pm, 信息 6-9 

1/2-3，1pm, 信息 10-11 

1/4，8pm, 信息 12 

2. 1/2/16 青少年在 280 有一天的相调活动，附近召会的

YP 也会应邀参加，请为此代祷，愿主更多得着下一

代。 

3. 1/9/16 在 Franklin 有各召会服事弟兄们的相调，也请

代祷。感谢主！ 

4. 为购买 Kingston Penuel 相调中心摆上祷告，献上财

务。这 232 英亩，具有完整配套设施的相调中心会

成为东北地区众召会极大的祝福，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感谢赞美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约翰福音 

2. 小排的追求进度：约翰福音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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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篇 生命的粮 

圣经节： 
6:27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遠生命的食物勞

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祂是父神所印證的。 

6:28/29 他們問祂說，我們當怎樣行，纔算作神的工？耶穌回答

說，信入神所差來的，這就是作神的工。 

6: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如經上所記：“祂把那從天

上來的糧賜給他們喫。” 

6:32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不是摩西把那從天上來

的糧賜給你們，乃是我父把那從天上來的真糧赐給你們。 
6:33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人的。 

 

6:34 他們對祂說，主阿，常將這糧賜給我們。 

6: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永

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6:36 只是我對你們說過，你們已經看見我，還是不信。 

6:37 凡父所賜給我的人，必到我這裡來；到我這裡來的，我

絕不把他丟在外面。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行我自己的意思，乃是要

行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6:39 那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凡祂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

不失落，在末日卻叫他復活。 

6:40 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看見子而信入祂的人，得著

永遠的生命，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6:47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遠的生命。 

6: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6:49 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6: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就不死。 

6: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6:51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6:52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祂的肉給我們喫？ 

6:53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6:54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

復活。 

6:55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飲料。 

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他裡面。 

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著。 

6: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喫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

不像你們的祖宗喫過嗎哪，還是死了。 

6:59 這些話是耶穌在迦百農施教的時候，在會堂裡說的。 

6:60 祂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

呢？ 

6:61 耶穌心裡知道門徒為這話唧咕議論，就對他們說，這 

 話是叫你們絆跌麼？ 

6:62  若是你們看見人子升到祂先前所在的地方，怎麼樣呢？ 

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 

6:67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想離去麼？ 

6:68 西門彼得回答祂說，主阿，你有永遠生命的話，我們還

歸從誰？ 

 

一  必壞食物的追求者 

在二十二至三十一節，我們看到必壞食物的追求者。他們在

追求滿足。不管人追求何種食物，他們都是在追求滿足。這

些人想要有所作為，來為神工作。他們也是在尋求神蹟、奇

事。墮落之人對神的觀念，總是要為神作事，為神作工。主

認為人之於神，是要信入祂，就是接受祂作生命和生命的供

應。主對追求必壞食物者的答覆，就是藉信入主以接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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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存到永遠生命的食物 

在三十二至七十一節，我們看見那存到永遠生命的食物。我

們若仔細讀這段話，就看見主成為肉體、被釘十架、復活以

住在我們裏面、並且升天，我們也看見祂成了賜生命的靈，

最終這靈具體實化於祂活的話中。現在我們來看這幾方面。 

1 藉著成為肉體臨到人，賜人生命 

三十五至五十一節啟示，主已經藉著成為肉體臨到人，好賜

人生命。我們如何能接受主作食物，作生命的糧? 首先,主說

祂『從天上降下來。』祂如何從天上降下來?祂是藉著成為肉

體降下來的。祂藉著有分於血肉之體而成為人。祂是在肉體

裏來，並且祂來是作人。成為肉體是主成為我們的生命所採

取的第一個步驟。 

2 被殺好給人喫 

主的死是祂所採取的第二個步驟，使我們能便於享受祂自己

作我們的食物。祂為我們死，不是平常的死，乃是特別的死。

祂是被釘在十字架上被殺的，這死使祂的血與肉分開。我們

都知道，羅馬帝國用十字架的死刑釘死罪犯，但猶太人早在

羅馬帝國以前，就用這方法在逾越節宰殺羊羔。他們取兩根

木頭作成一個十字架，將羊的兩腿腳在架腳上，將另兩條伸

開的腿綁在橫木上，然後就宰殺羊羔，使羊血全部流出。他

們需要全部的血，灑在他們的門框上，因此血完全與肉分開。 

主也是同樣的死法。事實上，祂的死就發生在猶太人的逾越

節. 主告訴他們說，他們必須喫祂的肉，喝祂的血。他們現

在不是要取逾越節羊羔所流的血，喫羊羔的肉，乃是要領會

主是神真正的逾越節羊羔。他們從前所有的逾越節羊羔，乃

是基督的豫表。如今祂是為他們被殺的真正羊羔。祂的血將

為他們的罪而流，祂的肉將為他們所喫，好作他們真正的生

命。一面，祂的血要救贖他們脫離他們的罪；另一面，祂的

肉要供應他們生命。 

3 復活以內住 
五十六節含示復活的事。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

面，我也住在他裏面。』這指明主必須復活，纔能住在我們

裏面，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主在復活以前無法住在

我們裏面，只有復活以後纔能住在我們裏面。因此，五十六

節指明祂要復活，並要成為內住的靈。原則上，這也是變死

亡為生命。 

4 升天 

接著復活就是升天。主的升天是在六十二節題起的。門徒為

著主的話唧咕議論，主就對他們說，『若是你們看見人子升

到祂先前所在的地方，怎麼樣呢?』這節明言祂的升天。升天

是祂救贖工作已經完成的明證。 

5 成為賜生命的靈 

六十三節說，『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到這裏，

帶進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章四十五節說得很清楚，那成

了肉體的主耶穌在復活之後，藉著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因

著祂是賜生命的靈，祂纔能成為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

我們接受祂這位釘死並復活的救主時，賜生命的靈就進到我

們裏面，將永遠的生命分賜給我們。 

猶太人無法明白主怎能把祂的肉給他們喫。他們以為，主要

把祂物質身體的肉給他們喫。（約六 52。）他們沒有正確领 

會主的話。對他們而言，這話甚難。（約六 60。）到了這

時，主說，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換句話說，主

告訴他們，祂要成為靈。祂不會實際的在肉體裏，乃要從肉

體變化形像成為靈。因此，主在六十三節加以解釋，祂不是

要把祂物質身體的肉給他們喫；這肉，就是人身體的肉，是

無益的。至終，祂所要給人的乃是賜生命的靈，就是祂在復

活裏的自己。 

今天我們對主無需有形的接觸。因著祂是那靈，我們能在裏

面接觸祂這靈。祂乃是賜生命的靈。祂既是那靈，我們就能

接受祂，喫祂，以祂為我們的食物。 

6 具體實化於生命的話 

作為生命之糧的基督，具體實化於生命的話。雖然那靈很美

妙，卻太奧祕了。我們需要具體、可見、可摸的東西－生命

的話。在六十三節主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

是生命。』話是具體的。 

這節裏的『話，』希臘文，rhema，雷瑪，意思是即時、現

時所說的話。這字不同於 logos，婁格斯，常時的話，如約

翰一章一節裏的『話。』這裏在靈之後題到話。主首先指明，

為了賜人生命，祂要成為靈。然後祂說，祂所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這表明祂所說的話，乃是生命之靈的具體化身。

現今祂在復活裏是賜生命的靈，而這靈又具體化於祂的話。

我們運用靈接受祂的話，就得著那是生命的靈。我們傳福音

時，實在是傳那話。人相信福音，就是相信話。這似乎相當

希奇，當人接受話，這話在他們裏面實實在在就成為靈。比

方說，你若藉著約翰三章十六節來到主面前，也許你禱告說，

『主，我感謝你，你如此恩待我。你已經將你的兒子賜給

我。』當你相信這些話時，你裏面發生了甚麼事?當你相信

這些話時，在你裏面就有個東西被點活，成為活的。我不是

說，你在頭腦裏領受了甚麼知識；乃是說，在你的心裏、靈

裏，有個東西變得非常活。 

在六十八節西門彼得說了非常有趣的話：『主阿，你有永遠

生命的話，我們還歸從誰?』這一章結束於生命的話，這話

是接受主惟一的路。今天問題歸結於話。你若接受話，你裏

面就要得著靈；你若在裏面得著靈，你就有基督作裏面生命

的供應。 

我們已經看見，基督為著使祂自己便於給我們接受，經過了

六個步驟－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復活、升天、成為賜生命

的靈、並具體化於生命的話。話乃是主的靈的具體化身。你

不能說你不知道如何接觸主，因為主已經具體化於話。祂是

靈，也是話。你若接受話，就有那靈作你對基督的享受。 

約翰六章全章最重要的點就是：主是我們的食物，是生命的

糧。喫祂不是一次永遠的事，乃是天天的事，甚至是時時刻

刻對主的經歷。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都是不斷的喫，使人

可以活著。因此，我們都必須接觸主，並喫主。我們不僅僅

是軟弱的人，更是飢餓的人，需要主作我們生命的供應。主

是可喫的，因為祂是生命的糧。祂像糧一樣，是給我們喫的。

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的靈，從祂這話這靈得餧養。然後我們就

要將祂接受到我們裏面，消化祂、經歷祂，並且時時刻刻應

用祂。這就是一切－再沒有別的了。我們必須忘記我們的作，

我們的行，並學習喫基督，且憑我們所喫的活著。這就是我

們日常生活所走的神聖、生命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