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44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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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8 年 09月 09日-2018 年 09月 15日

近期大事 

一、9/14-16 young working saints conference 

二、9/22（周六）8am-3pm 在会所有全召会弟兄们的

相调交通，有早餐和午餐供应。 

三、10/7-16 吴福临弟兄会带队去以色列，新泽西众召

会有四十位圣徒前去。 

四、NE Chinese speaking fall conference at KPCC: NJ 

and South is on 10/19 weekend, NY and North is on 10/12 
weekend. English speaking conference for NY/NJ is on 

10/26 weekend。 

代祷事项 

一、请为 Princeton、Rider、MCCC 校园福音工作祷告 

二、请为在 WW 区，LH 区的青职福音工作祷告 

三、请为召会的儿童服事、青少年服事祷告 

召会追求进度 

一、晨兴圣言：第一篇《召会作为新人的属灵争战》

二、 新约读经：马太福音 24-25 章 

 

关于以色列人、关于召会、关于万民之国度的预言 

马太 24、25 章是主在橄榄山上所说关于国度的豫言。

二节说，“祂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

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这应验在主后七十年，提

多帅领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三节门徒的

问题包含了三点：甚么时候会有这些事，这不仅包括

殿的拆毁，（回答参看路２１－２４节）也包括 23 章

32 至 39 节所说的事；基督来临的兆头；这世代终结的

兆头。主的答覆分三段：第一段（太二四 4～31）关于

犹太选民；第二段（太二四 32～二五 30）关于召会；

第三段（太二五 31～46）也关于外邦人（万民）。第

一段，关于犹太人的，应该字面解；第二段，关于召

会的，应该灵然解，因为这一段，由于 13章 11 至 13

节的理由，是用比喻讲的。例如，24 章 20 节的冬天是

真正的冬天，但 24 章 32 节的夏天却是象征的，表征

复兴的时候。第三段，关于外邦人的，也应该字面解。 

 

壹 关于以色列人 

一 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终结 

在 4 至 14 节，我们看见从基督升天直到这世代的终结，

就是大灾难的三年半，关于犹太人的真实历史。在大

灾难来临以前，这些经文的每件事都要发生。最后一

项是传扬国度的福音。主恢复中的召会要接受负担，

把这福音传遍天下。恩典的福音已经传遍各洲，国度 

的福音却还没有。恩典的福音是较低的福音，国度的

福音却是较高的福音。这世代终结最重要的兆头，乃 

是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 

二 在这世代的终结 

从 4～14 节，所经过的时间究竟多久，没有人知道。

然而，15～31 节关于犹太遗民的预言，要确定的应验

在这世代末了的三年半，就是大灾难的期间，也就是

但九 27 所预言末七的后半。这预言的应验，要开始于

敌基督的像（偶像）立在殿内，（15，）结束于基督

公开的来临。（30。） 

 

马太 24章 4 至 31 是犹太人二十个世纪历史的轮廓。

我们就像那些同主在橄榄山上的人，对这事有清楚的

看见。我们已经看见从基督升天到这世代终结的事，

以及在这世代终结，大灾难期间的事。在大灾难的末

了，将有超自然的灾害，基督将公然、公开的向地上

的居民显现，特别是向圣地的犹太人。基督将降临在

敌基督及其军队聚集之处。基督和祂的得胜者要打败

敌基督及其军队，正如鹰吃尸首一样。然后基督要把

所有存留的犹太人聚集在弥赛亚国里。 

 

贰 关于召会 

马太 24章 32 节至 25章 30 节论到召会。在生命上我

们需要儆醒豫备，在服事上我们需要忠信精明。 

 

一 儆醒豫备 

32 节， 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国，在二十一章十九节被

咒诅。这无花果树是这世代终结的兆头，也是给信徒

的兆头。发嫩表征生命的复苏，长叶表征复兴的时代。

冬天表征枯干的时期，灾难的期间；（太二四 7～21；）

夏天表征国度复兴的时代，（路二一 30～31，）这时

代要开始于主的再来。 

40-42 节说，在基督来临之前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

节告诉我们要儆醒，因为不知道我们的主那一天要来。

“所以你们要儆醒”和“你们的主，”证明 40 至 41

节的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是信徒。主不会吩咐没

有得救的人儆醒，也不是没有得救之人的主。主要像

贼一样，隐密的临到那些爱祂的人，把他们当作宝贝

取走。因此，我们应当儆醒。 

十个童女的比喻 

这十个童女代表大体的信徒，他们在主来以前都死了。

童女拿着她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灯象征信徒的灵，

（箴二十 27，）里面装着神的灵作油。五个童女是愚

拙的，五个是精明的。愚拙的 只有油在灯里，却没有

额外的油在器皿里。除了重生的灵之外，她们没有充 

满的灵，额外的圣灵。当主迟延还未回来时，大体的 

 



 

 

信徒先是患病（打盹），然后死了（睡着）。 当新郎

到来时，愚拙的童女为额外的油付了代价，她们得着

时太迟了。为此，主不承认、不称许她们，不许她们

有分于祂的婚筵。她们失去这时代的赏赐，但没有永

远失去救恩。 

 

二 忠信精明  

45 至 51 节论到忠信精明。忠信是向着主；精明是向着

信徒。儆醒是为着被提到主的同在里；忠信是为着在

国度里掌权。（太二四 47。）对于忠信的奴仆，主在

诸天之国的实现里，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业，作为赏

赐。那恶仆动手打那些和他同作奴仆的，又和酒醉的

人一同吃喝，并且在主要来的荣耀中从主被割断。那

恶仆的问题不是他不晓得主要来，乃是他不盼望祂来。

他不喜欢过一种为着主的来临豫备好的生活。因此，

当主回来时，祂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受处分。把

他从荣耀的基督，和祂国度的荣耀，并祂国度中荣耀

的同在被割断。  

银子的比喻 

诸天的国指明这银子的比喻，与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

也是关于诸天的国。这里的人象征基督；祂要往外国

去，就是到诸天之上去。 十四节说，这人把他的家业

交给他的奴仆。奴仆象征信徒服事的一面。今天主的

家业主要的是福音、真理、信徒和召会。 用银子作买

卖，表征运用主所给我们的恩赐；另外赚了银子， 主

的家业得着繁增。 那领一他连得的掘开地，把银子埋

藏了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表征将主的恩赐弃之

不用，以属地的借口为掩饰，任其荒废。那些领一他

连得的人，认为所得的恩赐最小，常有这种埋藏恩赐

的危险。 在这比喻中，那领一他连得的奴仆没有繁增，

受到责备并被惩罚。 

  

那领一他连得的说，主是忍心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

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表面上，主在严厉

的一面是忍心的，要求我们尽所能的使用祂的恩赐，

为祂工作；祂的工作需要我们绝对。表面上，主的工

作总是从无开始。祂似乎要求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形

下为祂工作。但这不该是借口，让领一他连得的人忽

略他恩赐的运用；反而该迫使他运用信心，将他的恩

赐使用到极点。 

 

参 关于万民 

人子是基督为着祂的国，弥赛亚国，而有的名称。

（太十三 41。）祂在这几节的审判是为这国作豫备。

祂的荣耀包含祂神性的荣耀、（约十七 22，24、）人

性的荣耀、（诗四五 3、）复活的荣耀、（约七 39， 

徒三 13～15、）以及升天的荣耀。（来二 9。）本节

所说的来临，是主来临公开的一面，是 24章 30节所 

说主来临的继续。祂所要坐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

（路一 32～33，）要设立在耶路撒冷。（太十九 28，

耶三 17。） 32节说，“万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

基督回到地上，在哈米吉顿毁灭那些跟随敌基督的外

邦人之后，在地上所余留的外邦人，就是这里的“万

民。”他们都要聚集在基督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这

是千年国之前，基督对活人的审判，（徒十 42，提后

四 1，）不同于千年国之后，基督在白色大宝座前对死

人的审判。（启二十 11～15。）对活人的审判，是基

督在空中审判台前审判信徒（太二五 19～30）之后，

来到地上施行的。 

a 绵羊 

三十三节说，“祂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人把绵

羊从山羊分开一样；绵羊安置在祂右边，山羊在左

边。”这指明主不仅是信徒的牧人，（约十 11，来十

三 20，）和犹太人的牧人，(诗八十 1，耶三一 10，）

也是所有外邦人的牧人。（诗一○○1～3。）绵羊要

聚集在祂右边，就是尊荣的地方。（王上二 19，诗四

五 9。）三十四节说，“于是王要对那在祂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豫

备的国。”在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之后，“绵羊”

要迁到千年国里，在基督和得胜信徒的君尊治理之下，

（启二 26～27，十二 5，二十 4～6，）并在得救犹太

人的祭司职任之下（亚八 20～23）作百姓。这样，他

们就要“承受那（要来的）国。 

b 山羊 

41 节说，“然后祂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

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备的永火里去。”

这火是火湖的火。（启二十 14～15。）“山羊”要在敌

基督和假申言者（启十九 20）之后，魔鬼和复活的罪人

（启二十 10，15）之前，被扔在火湖里灭亡。这是启示

录十四章十节的部分应验。火湖不是为人，乃是为魔鬼

和他的使者豫备的。然而，若有人跟从魔鬼反对主，他

就要和魔鬼以及堕落的天使，同受火湖的苦。  

 

在国度的豫言中，论到犹太人的一段和外邦人的一段，

都与生命无关，但论到信徒，召会的一段，却与生命有

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指出，我们需要忠信、儆醒、豫

备，并且需要智慧、精明。这些都指明我们必须满有生

命。生命与我们同在。阿利路亚，我们是生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