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第 275 期]
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5
2015 年 06 月 21 日-2015
2015 年 06 月 27 日

近期大事
1.

2.

赵师母(Sister Sui-lien Chao)的安息聚会于周六举行。
召会有很多圣徒参加。赵师母实在是我们众圣徒的
榜样，祂爱主，也爱召会，临终前仍然传扬福音，
并顾到召会和圣徒的需要，我们为此何等的感谢主！
夏季录影训练时间表：

第四周：新约的众执事（
新约的众执事（二）
保罗在林后描述新约的众执事，先说到他们的构成—乃是三
一神(3:12-18)，接着说他们的行事为人—为着照耀基督荣耀
的福音(4:1-6)，以及生活—就是钉死的生活和彰显复活的生
命(4:7-18)。本周我们来到五章，在这一章圣经里保罗说了
几个重要的点：渴望得着改变形状的身体，讨主喜悦的雄心，
向主活，成为新造，执行和好的职事，成为神的义。新约的
职事就是那灵与义的职事。林后三、四、五章都论到新约的
职事和众执事，但保罗的这一段话归结于神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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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因为我们知道，
知道，我们这地上的
们这地上的帐
地上的帐幕房屋若拆毁
幕房屋若拆毁了，必得着从
必得着从神
着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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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统计
聚会项目
主
日
祷
告

周（主日）
主日）
6/6/15

6/14/15

L/H
WW 135

139

Eng
L/H

6/21/15
45
59
29

8

15

12

WW 15

15

18

Eng 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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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卷一第九
一级卷一第九课)

来的房舍，
的房舍，非人手所造
非人手所造，
手所造，在诸天之上永远
天之上永远的房屋。
的房屋。

5:2 原来我们确是在这帐
确是在这帐幕里
这帐幕里叹
幕里叹息，深想穿上我们从
深想穿上我们从天上
们从天上来
天上来的住
处；
5:3 若真的穿上，
若真的穿上，就不至于显为
就不至于显为赤身了
显为赤身了。
赤身了。
5:4 因为我们在这帐幕里的人
这帐幕里的人，
幕里的人，负重叹息，是因不愿脱
是因不愿脱下这个，
这个，乃
愿穿上那个
愿穿上那个，好叫这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
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5:5 那为这事培植我
为这事培植我们
事培植我们的乃是神，
的乃是神，祂已将
祂已将那灵赐给我
灵赐给我们作质。
5:6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常是放心振作，
常是放心振作，并且晓
并且晓得我们
得我们居家在身内
居家在身内，便是离家
与主分开
与主分开；
5:7 （因我们
因我们行事为
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信心，不是凭着
不是凭着眼
凭着眼见；）
5:8 是的，
是的，我们是放心振作，
是放心振作，宁愿离家出到身外，
宁愿离家出到身外，与主同在家中。
与主同在家中。

新约的执事照着他们里面的构成行事为人，活出钉死的生活，
彰显复活的生命，因此他们渴望、盼望、切慕穿上改变形状
的身体。这就是说，他们渴望身体得赎。他们的灵已经蒙了
重生，他们的魂已经更新而变化，但是他们还有一个难处，
是与他们堕落、必死的身体有关的。这身体对他们来说是个
重担。他们在这重担之下叹息。他们的灵或魂都没有甚么难
处。他们的魂已经由神圣的元素构成，但是他们必死的身体
还是个难处。
在神完满、完整的救恩里，有一件事顾到我们必死的身体，
就是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改变形状就是将我们必死的身
体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正如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神救
恩的这一方面是指日可待的，这乃是荣耀的盼望。

5:9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也怀着
也怀着雄心大志，
雄心大志，无论是在家
无论是在家，
是在家，或是离家，
或是离家，都要讨
都要讨
主的喜悦
主的喜悦。

5:10 因为我们众人
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
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
判台前显露出来
露出来，叫各人按
着本身所行的，
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
或善或恶，受到应
受到应得的报应
得的报应。
报应。
5:11 所以我
所以我们
们既晓得主的可畏，
得主的可畏，就劝服人，
服人，但我们
但我们向神是显
向神是显明
的，只是我盼望在你们
只是我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
的良心里，也是显
也是显明的。
明的。
5:12 我们不是再向你们
不是再向你们推荐自己，
推荐自己，乃是给
乃是给你们一个为我
个为我们夸耀的
机会，好叫你们对
好叫你们对那
们对那凭外貌不凭内
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
凭内心夸口的人，
心夸口的人，有可应对
有可应对
的。

从摩西到撒母耳，乃是从神救赎以色列人，并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到撒母
耳结束了士师时代，而带进君王时代。在摩西身上，圣经给我们看见，神
在祂所救赎的人身 上，诸般工作的一幅完整图画。神借着逾越节，救赎他
们脱离神的定罪，再借着祂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为奴的辖制，而带他们 5:13
到自由的境地。在这自由的境地，神 用天降的吗哪，和磐流的活水，供应 5:14
他们的饮食，而更换他们的构成。再将他们带到祂向他们显现的境地，赐
给他们那暴露他们罪恶和软弱的律法之光，而要他们建 造祂的居所，使他 5:15
们得享神的同在，也使神得着荣耀的彰显。最后，引导他们经过各种试炼，
而被预备可进神所应许的美地。

因我们
因我们或是癫
或是癫狂，乃是向着
乃是向着神；或是谨
或是谨守，乃是为着
乃是为着你
为着你们。
原来基督的爱
基督的爱困迫我们
困迫我们，因我们断
因我们断定
们断定：一人既替众
一人既替众人死，
人死，众
人就都死了；
人就都死了；
并且祂替众
并且祂替众人死，
人死，是叫那些活着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的人，不再向自己活，
不再向自己活，乃向
那替他们
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死而复活者活。

“在家”即活着留在身内，“离家”即死去与主同在。我们
除了渴望被提之外，还需要怀着雄心，要讨主的喜悦。保罗
在九节的意思是说，“我怀着雄心，要讨主的喜悦。我已经
成熟了，豫备好被提；我再也没有甚么要作的了。但是在我
等候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件事─要讨主的喜悦。我没有别的
雄心、目标、标的。我惟一的雄心就是向主活着，以讨主喜
悦。”
十节的审判台即基督回来时，审判祂信徒的地方；这审判
并不是关于他们永远的救恩，乃是关于他们时代的赏罚。这
里“受到应得的报应”，原文乃得工价的术语。我们还居家
在身内时，就该藉身体行讨主喜悦的事，使我们可以在主来
时，因这些事从祂得赏赐。十一节说晓得主是可畏的，就是
对主之敬畏的感觉。“所以”，指明这感觉是因着十节之基
督的审判台。不仅如此，这里所题主是可畏的，不是指主的
可怕，乃是指我们对主的敬畏。使徒感觉对主的敬畏，就劝
服人，说到他们是正直的，他们对神对人是怎样的人；但他
们不需要劝服神，因为他们的所是向神是显明的；然而，使
徒盼望在信徒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十二节“有可应对的”指有话应对那些夸口的人。外貌，直
译，脸面，指热中犹太教者的外貌。内心是诸般美德的纯诚
与实际所在之处。
十三节向着神癫狂，就是为着神的荣耀疯狂，好像愚妄人。
使徒的狂喜，不是愚昧的兴奋，乃是向着神、同着神的，叫
荣耀归与神。这里的谨守，是在爱里自制，叫别人得益处。
十四、十五节说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叫我们不向自己活，乃
向祂活。向我们自己活，就是受我们自己的控制、指引与管
理，关心我们自己的目标和标的。这不仅是为自己活，也是
向自己活。但已经成熟、豫备好可以被提的使徒们，只有一
个雄心，就是要向主活着，以讨主喜悦。他们完全服在主之
下，受主的指引、管制并管理；他们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
要实现主的定旨和愿望。他们既是这样的人，就不向律法、
自己、或主以外的任何事物活着。这是林后五章这一段最紧
要的事。
5:16 所以我们从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
们从今以后，
今以后，不按着
不按着肉体认
肉体认人了；
人了；虽然按着
然按着肉
体认过基督
认过基督，
如今却不再这样认
不再这样认祂了
基督，如今却
这样认祂了。
祂了。

5:17 因此，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
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
事已过，看
哪，都变成新的了。
成新的了。
5:18 一切都是出于神，
一切都是出于神，祂借着
祂借着基督使我们
基督使我们与祂自己和好，
与祂自己和好，
又将这和好的
将这和好的职
和好的职事赐给我
赐给我们；
5:19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
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祂自己和好，
叫世人与祂自己和好，不将他们
的过犯算给
犯算给他们，且将这和好的
将这和好的话语
和好的话语托付了我
话语托付了我们
托付了我们。
5:20 所以我们为
所以我们为基督作了大使
们为基督作了大使，
基督作了大使，就好像神藉我们劝
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
们劝你们一
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
替基督求你们：要与神和好。
要与神和好。
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
成为神的义
神的义。

十六节按着肉体认人就是按着旧造认人，但按着灵认人就是
按着新造认人。保罗原是大数的扫罗，从前按着肉体认过基
督；他看基督不过是个拿撒勒人。犹太人都是这样按着肉体
认基督。但是保罗有了往大马色路上的经历之后，他的观念
转了，他不再按着肉体认基督，乃是按着灵认基督。他也学
会了不按着肉体，乃按着灵认圣徒。
十七节证实十六节所说的。使徒不再按着肉体认人，因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肉体的旧事，藉着基督的死

已经过去了；在基督的复活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
里，就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与基督是一。这乃是出于神，并藉
着我们相信基督。（林前一 30，加三 26～28。）
十八节的一切指本章所说一切积极的事，神是这些事的创始
者和发起者。保罗确信使徒已经完全与神和好。因为他们已
经被带回归神，就有了这使人与神和好的职事。十九节和好
的话语是为着职事。
二十节“大使”一辞指明，使徒受到确定职事的托付，代
表基督完成神的定旨。十九节是叫世人与神和好，本节是叫
已经与神和好的信徒，进一步与神和好。这清楚指明，人与
神完全的和好有两步。第一步是罪人脱离罪与神和好；为这
目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的罪蒙神赦免。这是基
督的死客观的一面。第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脱离肉
体与神和好。为这目的，基督替我们这个“人”死了，使我
们能在复活的生命里向祂活着。这是基督的死主观的一面。
藉着祂死的这两面，祂就使神所拣选的人，完全与神和好了。
这两步的和好，由会幕的两层幔子清楚的描绘出来。头一层
幔子称为帘子。（出二六 37。）罪人藉着赎罪之血的和好
被带到神这里，就经过这帘子进入圣所。这豫表和好的第一
步。但还有第二层幔子，（31～35，来九 3，）将他与在至
圣所里的神隔开。这层幔子需要裂开，使他能被带到至圣所
里的神这里。这是和好的第二步。哥林多的信徒已经与神和
好，经过头一层幔子进入了圣所；但他们仍活在肉体里，还
需要经过已经裂开的第二层幔子，（太二七 51，来十 20，）
进入至圣所，在他们的灵里与神同活。（林前六 17。）哥
林多后书的目的就是要带他们到这里，使他们成为在灵里，
（林前二 15，）在至圣所里的人。使徒说，“求你们要与
神和好，”就是这意思。
今天大多数真基督徒的光景也是这样。他们已经藉着十字
架，局部的与神和好了；在十字架上，基督作了我们的赎罪
祭而死，流出祂的血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相信祂的时候，神
赦免了我们，我们就与神和好，被带回来归给祂。我们从前
走迷而偏离了神；但如今因着悔改而归向神，就与神和好了。
然而，我们只是局部的与神和好，还不够彻底。圣所里虽有
神的祝福，但神自己乃是在至圣所里。在圣所里有那灵的祝
福、灯台与香坛。但在圣所里没有神直接的同在。我们若要
得着神自己，就必须进一步的和好，进到至圣所里。我们必
须接受和好的第二步，而被带进神的面光中。这是完全的和
好。这和好不仅带我们从罪里出来，也带我们从肉体、天然
的人、天然的所是里出来。这样我们就被带来归向神，与神
成为一。
二十一节成为神的义比蒙神称义更深。新约的职事把我们
带回来归给神，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实际的成为神的义。我
们不仅蒙神称义，甚至成了神的义。
这里已经被带回归神，在至圣所里的人，要享受基督到极致，
甚至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义是从神为着祂的行政而来的，
就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义，使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并非
在神面前成为义的）。人，不仅是罪人，甚至就是罪，藉着
基督的救赎，竟成为神的义，与义的神和好，且成为新造，
为着神永远的定旨，向祂活着。使徒受了托付，把这样一位
基督，连同祂一切奇妙的成就所有的荣耀结果，供应祂的信
徒，就是形成祂身体的众肢体。愿感谢、颂赞和荣耀都归与
祂，直到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