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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隗明姊妹于 7/4 在荣亮弟兄家受浸，感谢赞美主！
2. 召会有圣徒参加 CA 的夏季训练，请为他们代祷。
3. 夏季录影训练时间表：

7/6-9 (Mon-Thur): message 1-4 at 8pm
7/11(Sat): message 5-6 from 1-4pm; 7/12: message 7 at 1pm;
7/13-16(Mon-Thur): message 8-11 at 8pm;
7/19(Sun): message 12 at 1pm.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2015 美东华语特会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哥林多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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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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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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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成全概要—
理成全概要—从摩西到撒母耳
从摩西到撒母耳二
(一级卷一第十
一级卷一第十课)
从摩西到撒母耳，亚伦是第二个重要人物。在他身上，我们
看见祭司的职分和各种的祭物。后在约书亚身上，看见神的
大能消灭迦南地的仇敌，而将祂的选民带进美 地的安息。
再后在士师时代，看见神选民因离弃神而有的紊乱，和他们
因归向神而得的复兴。继之在以利身上，看见祭司职分的败
落。最后在撒母耳身上看见，拿细 耳人自愿奉献者，取替
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代，作了先知为神说话，而带
进了君王的时代。

第五周：新约的众执事（
新约的众执事（二）
6：1 而且我们
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
既与神同工， 也就劝
也就劝 你们 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
6：2 因为祂说，“在悦纳的
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
允了你；在拯救的
日子，
日子，我济助了你。
助了你。”看哪，
看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
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
悦纳的时候；
看哪，
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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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六章一节说，“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也就劝你们不
可徒受祂的恩典。”这里的“而且”指明接续。在五章末段，
（16～21，）使徒告诉我们，他们这些新约的执事，为着主
的新造，受了和好职事的托付。从六章一节至七章末了，他
继续告诉我们，他们如何作工。他们是靠着生命（不是任何
恩赐）与神同工，这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能适应
一切处境，忍受任何对待，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作
工，并把握各种机会，好完成他们的职事。
有人读到这里会说，“这话对于同工和执事非常好，但
不适合我。我是个平信徒，不是执事。”在主的恢复中没有
平信徒，每一个人都是执事、同工，甚至都有潜力、有性能
成为使徒。我们曾在别处指出，使徒是所有信徒的模范与榜
样。保罗在以弗所三章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再者，
保罗这名的意思是“微小”。如果自认为比圣徒中最小者还
小的保罗，能成为执事、成为使徒，那么你又如何？我们都
有性能成为新约的执事。在这一点上，我们所强调的不该在
于我们所作的，而该在于我们所是的。我们的性能主要不是
作事的性能，而是所是的性能。
我要说，我们在林后六章一节至七章十六节能看见，使
徒藉着适应一切的生命与神同工。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并不指
明他们是藉着一种全足的能力或全然奇妙的恩赐与神同工。
但今天的基督徒所注重的，主要的是能力与恩赐。有些人会
问：“你有能力么？你晓得某某博士是有能力的布道家么？
你有甚么恩赐？哦，某某博士非常有恩赐。”今天的基督徒
很少讲到生命或生活。有些人可能没有真正的能力，却假装
有能力。譬如，他们可能胆大妄为的祷告：“我奉耶稣大能
的名捆绑所有鬼魔。”但最有趣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并
没有这样说话。实际上他很少说到恩赐或能力。在哥林多后
书里，恩赐并不是指神奇的恩赐，能力也没有今天基督徒一
般所说的含意。你若仔细读完整卷哥林多后书，就会看见保
罗所专注的乃是生命。因此我们在六章一节至七章十六节看
见，他是靠着适应一切的生命与神同工。
使徒们不仅受托付完成和好的工作，和好的职事，他们也
与神同工，把人带进神里面。他们知道，凭着自己他们无法
把任何人带进神里面。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这种性能。他们
需要与神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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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工，意即我们是在祂里面。当我们在祂里面时，我们才能把
人带到祂里面。惟有在神里面的人，才能把人带到神里面。你若不
在祂里面，你就必定不能把任何人带到祂里面。
照林后六章一节的上下文看，不徒受神的恩典，意即不留在从神岔
开的光景中，乃要被带回归祂。我们若要成为不徒受恩典的人，就
需要更多的救恩。这就是为甚么保罗在二节接着说，“因为祂说，
‘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看
哪，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悦纳的时候，指我们与神和好、蒙祂悦纳的时候。照上下文，这节
的拯救是指和好。和好实际上就是完全得救。

使徒们因着众召会消极的光景，（十一 28，）似乎忧愁；但在基
督彀用的恩典和复活的生命里，（十二 9～10，）却常常喜乐。保
罗在六章十节也说到使徒们“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他们在
物质上，似乎贫穷；但在属灵的丰富上，却叫许多人富足。（弗三
8。）末了保罗在林后六章十节说，“似乎一无所有，却拥有万有。”
他们在人这面，似乎一无所有；但在神圣的经纶里，却拥有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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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林后六章一至二节看见和好职事的工作，在六章三至十
三节看见这职事的彀用生命。从六章三节到七章末了，使徒描述那
为着完成新约职事、适应一切的生命。保罗在三节说，“我们凡事
都不使人绊跌，免得这职事被人挑剔。”这里的职事就是新约的职
事。
我们若要成为正确的新约执事，就必须要有保罗所题的十八项资格
和三组事物，也必须是那七种人。惟有这样，我们才有资格成为神
的同工，为着祂新约的职事。
保罗在林后六章四至七节上半列出新约执事的十八项资格：多方
的忍耐、患难、贫困、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劳苦、不睡、不
食、纯洁、知识、恒忍、恩慈、圣别的灵、无伪的爱、真实的话、
和神的大能。新约执事的第一项资格就是能彀忍受苦难。这样的执
事必须能忍受压力、压迫、逼迫、贫困和任何的试炼。倪柝声弟兄
曾说过，最有能力的人是最能忍耐的人。忍耐需要力量。我们若要
忍受患难，就需要得到加强，并且满有能力。
六章五节的不食不是为着祷告而禁食，乃是由于缺乏食物而不食。
六章六节继续说，“以纯洁、以知识、以恒忍、以恩慈、以圣别的
灵、以无伪的爱。”这里的纯洁与动机有关，保罗的动机是纯洁的。
知识当然是心思的事。保罗把知识包括在内，指明没有一个新约的
执事是愚拙、迟钝的。我们既是新约的执事，就需要相当有知识。
因此，我鼓励青年人要接受适当的教育，还要学习外语。你若要给
主使用，就特别需要懂得希腊文或希伯来文。读历史也是有帮助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研读圣经，学习正确的圣经启示。我们若要成为
新约的执事，就必须有知识。
保罗从七节下半直到十节，论到三组事物和七种人。
保罗在林后六章八节上半说，“藉着荣耀和羞辱，藉着恶名和美
名。”荣耀来自神和爱神的人，羞辱来自魔鬼和他的跟从者。我们
若要成为合式的新约执事，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总会受到两种评价。
有些人会给我们荣耀，并说我们太好了；有些人会指控我们，说我
们可悲又可怜，而把羞辱堆在我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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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继续来看林后六章十四节至七章一节。这一段乃是和好职
事的率直劝勉。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行走；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林后六 16。）这是我
们今天的光景，神一直活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中间
行走。祂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祂的子民。保罗在十七节劝哥林多人
说，“所以，‘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得以分别，不要
沾不洁之物，我就收纳你们。’”分别就是实际的被带回，与神和
好。（五 20。）“不洁之物”是指六章十四至十六节所列，属于
不法、黑暗、彼列以及偶像的事物。不沾这些不洁之物，就使我们
得以分别归神，并与神和好。
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话，一点不急促。通常，我们说话一急，火
气就来了。譬如，姊妹对丈夫发怨言时，丈夫如果急促回答说，
“我有甚么不对？你说明白，我到底错在那里？”这种话必定惹人
生气。所以弟兄对妻子讲话不要那么急，才能使妻子平息下来。他
需要和颜悦色的说话。这就是保罗在林后七章的态度。
保罗的话是柔和的，满了亲密的关切，却有能力和冲击力，能深
深摸着哥林多的信徒。箴言二十五章十五节说，“柔和的舌头，能
折断骨头。”温柔、柔和的话，甚至能把硬骨折断。保罗向哥林多
信徒说实话、摆出事实时，知道他不能不责备他们。但由于他对他
们柔细的关切，他说的话就柔和多了、甜美多了。愿我们都向保罗
学习。
十一节也巧妙的陈明哥林多的光景。保罗用了热诚、自诉、愤恨、
惧怕、切望、热心、责罚这七个辞，叫哥林多信徒明白他们实际的
情形。他这样说，就把哥林多召会的情形浮现出来，让人一览无遗。
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既柔细又智慧。这里没有粗鲁急躁的话，只叫
人觉得细致、柔细、柔和、甜美。保罗的话满了亲密的关切。他没
有冒犯哥林多人，却修补他们的破口，医治他们的创伤。这就是供
应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