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285 期] 

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5 年 09 月 06日-2015 年 09月 12日 

近期大事 

1. 8/30 晚在会所有个美妙而得胜的福音聚会！从加州，

加拿大和富兰克林召会过来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

带进圣灵强的工作，结果有 8位受浸归主，还有几

位要去小排受浸，荣耀赞美归于主！ 

2. 昨天和今天，胡万伦弟兄带弟兄之家的几位弟兄和

姊妹之家的几个姊妹去 Cambridge 和 Providence

配搭福音，请为之代祷。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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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会统计 

 

真
理成全概要—新约与旧约的分别 

     

新约与旧约，第一指神与人所立的两种约，就是神要人与祂

来往的两种条件。旧约是经摩西的手，凭牛羊的血立的，以

不能叫人得生命的律法为条件，只要人行，不要人信，不是

出于神的原意，乃是外加而退去的，只用在旧约时代。新 

约是由耶稣基督完成的，凭神儿子耶稣的血所立更美永远的

约，以叫人得生命的恩典为条件，只要人信，不要人行，是

出于神的原意，用于新约时代以及永世。 

    新约和旧约也是指全部圣经的前后两部分。旧约指圣经的第

一部分，共三十九卷，分为四类：第一，律法书，从创世记到申命

记，共五卷，主要内容是记载神所给人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第二，

历史书，从约书亚记到以斯帖记，共十二卷，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他们进入迦南到他们被掳之后的归回；第三，诗歌书，从约伯记

到雅歌，共五卷，乃是神的子民各种属灵经历的诗意倾吐；第四，

先知书，从以赛亚书到玛拉基书，共十七卷，记载先知时代的众先

知对以色列人的指摘、规劝、警戒和鼓励，并对以色列人、外邦人、

基督的各方面，以及将来的千年国度和新天新地种种的预言。新约

指圣经的第二部分，共二十七卷，分为三类：第一，历史书，从马

太福音到使徒行传，共五卷，头四卷是福音书，记载主耶稣的历史，

第五卷是行传，记载主复活升天后使徒们在地上的行动；第二，书

信，从罗马书到犹大书，共二十一卷，是使徒们写给教会和圣徒个

人的书信，说出关于教会的神圣启示，并圣徒的属灵生命和生活该

有的情况；第三，预言书，仅启示录一卷，不仅是新约的结束，也

是整本圣经的总结，预言教会、以色列人和世界并撒但的结局，以

及基督的再来，千年国度，新天新地和其中的新耶路撒冷。 

 

第十七篇  基督是神的奴仆， 以及信徒在召会生活中是神

和基督耶稣的奴仆 

 

读经：出埃及记二十一章 1-6 节 

21:1 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 

21:2 你若买希伯来人作奴仆，他要服事你六年，第七年他

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 

21:3 他若单身进来，就可以单身出去；他若有妻子，他的

妻子就可以同他出去。 

21:4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

和儿女就要归与主人，他要独自出去。 

21:5 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

意自由出去； 

21:6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或门

框那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 

太二十 28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林后五 14 ～ 15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

些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可十 44 “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作众人的奴仆。”  

弗五 2 “也要在爱里行事为人，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

舍了自己，作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成为馨香之气。” 

腓二 7 ～ 8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 成为人

的样式；既显为人的样子，就降卑自己， 顺从至死，且死

在十字架上。” 

约十三 14 ～ 15 “我是主，是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

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

们所作的去作。” 

 

 

 

 

聚会项目
 

周（主日） 

8/9/15 8/16/15 8/23/15 8/30/15 

 

主 

日 

L/H 

135 

51 61 45 

WW 58 55 50 

Eng 39 33 32 

 

祷 

告 

L/H    15 

WW    13 

Eng    6 



 

 

本篇信息指出遵守律法的典章，与取了奴仆的形状息息相关。

要遵守律法一切详细的典章， 有一个先决条件—甘愿作奴

仆。只有甘愿作奴仆的人，才能履行律法一切的典章。奴仆

不要求自己的权利；他只知道服事和牺牲，他不在意自己的

权益。 奴仆必须一直关心别人。这个奴仆的灵，就是出埃

及二十一至二十三章里那些典章的灵。凡要遵守这几章所描

述之典章的人，必须先成为奴仆。唯独有奴仆的灵、爱和顺

从的人，才能遵守神的典章。在旧约和新约的经纶里，都需

要这样的灵、爱和顺从。 

 

按照出埃及二十一章二节，一个希伯来奴仆服事他的主人六

年以后，就可以自由。在他作奴仆的年间， 他若得着妻子

与儿女，就必须把他们留下，作为主人的财产，“他要独自

出去”（4）。然而，奴仆可能 “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

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 出去”（5）。这里我们看见，继

续作奴仆不是律法的要求，乃是一件爱的事。因着奴仆爱他

的主人和他的妻子儿女，他就不愿意自由出去；反之，他愿

意永远服事他的主人。爱是他继续服事的基础。六节说到奴

仆被带到门或门框那里。古时候，奴仆必须站在门框旁边等

候主人的命令。他们不凭着自己作什么，只照着主人的话而

行。不仅如此，六节告诉我们，主人用锥子穿他奴仆的耳朵。

这指明奴仆的耳朵被开通， 为要听从主人。 

 

我们若有奴仆的灵和奴仆的爱，就很容易顺从。 顺从总是

随着爱而来。这可由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实在说

来，好父母有时必须顺从他们的儿女。常常父母顺从儿女比

儿女顺从父母还要快。 这里的点是说，爱产生顺从。只有

奴仆才能顺从。 好父母乃是有奴仆的爱和顺从的人。一个

爱儿女的母亲，里面深处甘愿作他们的奴仆，并为他们作任

何事情。为什么父母有时候顺从他们的儿女？他们因着爱而

顺从。爱是顺从的必要条件（出埃及记生 命读经，九三四、

九三九、九四二页）。 

 

许多圣经教师指出，出埃及二十一章一至六节里的奴仆乃是

预表主耶稣。我赞同这些经节里的奴仆的确是预表基督。在

马可十章四十五节，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

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这是很

强的说法，说出基督这位在人性里的人子，乃是神的奴仆，

甚至用祂的生命，就是祂的魂，服事罪人。不仅如此，这里

的“赎价”一辞，指明连主的救赎，也是祂为着神的计划所

给罪人的服事（新约总论 第二册，八六至八七页）。 

 

主耶稣爱神、爱召会并爱祂所有的子民。神是祂的主人，召

会是祂的妻子，而祂所有的子民是祂的儿女。 新约启示主

耶稣对父、对召会并对圣徒这三重的爱。 按照约翰十四章

三十一节，主爱父；按照以弗所五章二十五节，基督爱召会； 

按照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和以弗所五章二节，基督爱所有的信

徒，所有的圣徒。因着这爱的推动，祂甘愿作奴仆。爱是作

奴仆的动机和必要条件。 

 

使徒保罗跟随主耶稣作奴仆。他以这些话开始罗马书： 

“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在提多书一章三节，他说到 自

己是“神的奴仆”。保罗是基督和神的奴仆，甘愿倒空自己、 

降卑自己，并且牺牲他的地位、权利和特权。 毫无疑问， 

在这事上，他是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主是神的奴仆，而保

罗凭着基督服事并牺牲的生命，也是这样的奴仆（出埃及记

生命读经，九三七至九三八页）。 

 

在林后五章十四至十五节，保罗将基督困迫的爱与我 们向

祂活摆在一起，指明我们因为爱基督，所以向祂 活，不向

自己活。保罗在十五节不是说，“不再为自己 活，乃为那

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乃是说，“不再向 自己活，乃向

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这非常有意义。 向主活比为主

活意义更深。为主活含有我与主仍是二者 之意；向主活指

明我与主乃是一，如在婚姻生活中，妻 子之于丈夫。 向主

活着，就是说我们在主的指引、约束之下，愿意 满足祂的

要求，满足祂的渴望，完成祂所定意要作的 （新约总论第

十册，二四二页）。 

 

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都必须是祂的奴仆。我们应当说，

“主啊，我爱你。即使我能自由出去，我也不要离开你。我

爱你，我爱你的召会，我也爱你的儿女。” 一面，我们可

以见证，召会生活是何等的享受，何等的荣耀。另一面，在

召会生活中，我们都必须成为奴仆。 旧约和新约都指明，

神的子民需要有奴仆的灵（出埃及 记生命读经，九四一

页）。 

 

各召会的长老需要领悟，他们若不愿意作奴仆，就不能成为

正确的长老。每一位长老都必须是奴仆。因这缘故，主耶稣

教导祂的门徒，不要寻求在别人之上，反要比别人低微，并

作他们的奴仆。在召会生活中没有阶级。我们都是弟兄，我

们都必须像奴仆一样服事。 

 

已往有些人作见证说，他们爱召会，并且愿意把自己奉献给

召会。然而至终这些人离开了召会生活，有些人甚至成为反

对召会的人。他们里面深处有野心要寻求地位；因着在召会

生活中无法实现这个野心，他们就离开了召会。只有那些甘

心作奴仆的人，才能永久留在召会生活里。 不论圣徒怎样

对待我，我除了留在召会生活中以外， 别无选择。召会乃

是我父和祂所有儿女的家。 

 

在召会中使徒和长老并没有被高举的地位。使徒是众召会的

奴仆，服事众召会；长老应当作榜样，而不是作主。使徒和

长老只是弟兄。在马太二十三章八节主说，“你们不要受拉

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

兄。”“拉比”是尊称，意思 是“夫子，主人”。召会的

执事室不该像世俗公司的办公室，长老和服事者也不是老板

和雇员。我们若照着灵而行，就不会有这种情形。我们要领

悟，召会中只有一个头，就是基督（照着灵而行以活基督的

重要， 四○至四二页）。 现在我们能看见，为什么神把关

于奴仆的典章摆在第一，以及为什么奴仆在这里是基督那位

真奴仆的预表。 我们这些相信基督、属于祂并有祂牺牲之

生命的人，也必须是爱神、爱召会并爱神子民的奴仆。我们

需要有这样的爱作我们的动力，而成为牺牲和服事的奴仆

（出埃及记生命读经，九四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