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3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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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后 2016 年 05 月 15 日-2016 年 05 月 21 日 

近期大事 

1. 五月 27 到 30 日（周五到周一）在 Washington, D.C. 

有国际国殇节特会。望圣徒们积极参加。 

2. 邱金风姊妹于 5/10 在常志向弟兄家受浸归主，赞美

主，愿主祝福她并带领她的家人得救同蒙主恩。 

3. Montessori School open house: 5/21 (Sat.) 10am - 1pm. 

请弟兄姊妹广而告知。 

4. 2016 Church in Lawrence Summer Camp will be held 

from 08/22 – 08/26/2016 in our church meeting hall at 

92 Youngs Rd, Hamilton.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May 

31. 

召会追求进度 

1. 背诵圣经进度：以弗所书五章 1~7 节 

2. 圣经追求：以弗所书一章 1~23 节 

3. 生命读经进度：以弗所书生命读经 6~10 篇 

http://gracefinder.com/folder/sm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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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周  神给召会的福分 

读经：一 3 ~14 

一    父的拣选和预定，说出神永远的定旨 

弗 1: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的，祂在基督里，

曾用诸天界里各样属灵的福分，祝福了我们；  

1:4    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

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1:5    按着祂意愿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

的名分，归于祂自己，  

1:6    使祂恩典的荣耀得著称赞，这恩典是祂在那蒙爱者里面所

恩赐我们的； 

保罗在一章三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是当受颂赞

的。”耶稣基督既是神，为甚么保罗说耶稣基督的神？神怎么可

能是祂的神？不仅如此，保罗还题到耶稣基督的父。神怎么可能

有一位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祂是人子说，神是祂的神；就 

祂是神子说，神是祂的父。按祂的人性，神是祂的神；按祂的神

性，神是祂的父。 

宇宙中一切的福分、益处和好处，可分为三类：头一类是神的创

造，第二类是神的救赎，第三类是神的重生。神所用以祝福我们

的一切福分，既是属灵的，就与圣灵有关。神的灵不仅是神福分

的管道，也是神福分的实际。在本节，父神、子神和灵神，都与

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有关。事实上，这就是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

里面。神的祝福，主要的是将三一神分赐到我们里面。这些祝福

都是通过基督达到我们，我们不是在自己里，乃是在基督里。我

们若是在自己里，就与神的祝福无分无关。 

以弗所一章四节说，“就如祂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

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接着

第三节，四至十四节列举神用以祝福我们的一切属灵福分。神的

拣选是祂赐给我们的头一项福分，乃是神对召会所说美言的头一

项。神的拣选就是祂的选择。祂从无数人中，选上了我们。神拣

选我们，是要使我们成为圣别。圣别的意思不仅是成圣，分别归

神，也是与一切凡俗的不同、有别。只有神与一切不同，与一切

有别。因此，祂是圣别的，圣别是祂的性情。 

神使我们成为圣别的方法，乃是将祂自己这圣别者分赐到我们里

面，使我们全人被祂圣别的性情充满并浸透。对我们这些神所拣

选的人，成为圣别就是有分于神的性情，（彼后一 4）并使我们

全人被神自己所充满。这与仅仅无罪的完全，或无罪的纯洁不同。

这使我们全人在神的性情和特性上圣别，像神自己一样。 

末了，我们要在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有瑕疵。这里的爱

是指神爱祂所拣选之人的爱，以及神所拣选之人爱祂的爱。神所

拣选的人乃是在这爱里，在这样的爱里，在祂面前成为圣别、没

有瑕疵。神先爱我们，然后这神圣的爱激起我们用爱回报祂。在

这样爱的情形与气氛中，我们被神浸透，成为圣别、没有瑕疵，

像祂一样。“在祂面前”，意即按着神圣的标准，在祂眼中成为

圣别、没有瑕疵。这使我们有资格留在祂面前，享受祂的同在。 

在第四节，我们看见神拣选我们成为圣别。然而，成为圣别是程

序，不是目标。目标乃是第五节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被豫定得

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神拣选我们成为圣别，使我们可以成为

祂的儿子。因此，成为圣别是过程，程序；成为神的儿子才是目

的，目标。豫定得儿子的名分，乃是神所赐的第二项福分。 

二    子的救赎，说出神永远定旨的完成 

1:7 我们在这蒙爱者里面，借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丰富，得

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  

1:8 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其向我们洋溢的，  

1:9 照着祂的喜悦，使我们知道祂意愿的奥秘；这喜悦是

祂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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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为着时期满足时的经纶，要将万有，无论是在诸天之上的，

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  

1:11 我们既在祂里面，照着那位按祂意愿所决议的，行作万事

者的定旨，蒙了预定，也就在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  

1:12 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使祂的荣耀得着

称赞； 

一章四至五节启示我们是蒙拣选并豫定的。但在受造之后，我们

堕落了。因此，我们需要救赎，就是神在基督里，藉着祂的血为

我们成就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另一项福分。第一项福分是蒙拣

选成为圣别，第二项是豫定得儿子的名分，第三项是在子里的救

赎。 

9 节说神的意愿有一个奥秘，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弗三 5，西一 26）宇宙是个奥秘。为甚么会有天？地又是为甚

么存在？为甚么宇宙中有万物？为甚么人在地上？所有这些问题

都是奥秘，引出许多不同的哲学。这奥秘，也就是神的意愿，已

经藉着众使徒给召会知道。宇宙的奥秘，乃是神将祂自己作到我

们里面。万事都是为着这目的互相效力。（罗八 28）凡事都是为

着这目标效劳；万事都是为着让神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这与

仅仅有一个快乐的生活大不相同。你也许今天很快乐，明天却不

快乐。你也许在聚会中很快乐，但回到家里，妻子或丈夫却为难

你。神意愿的奥秘不是使我们成为快乐的人。今天不是我们完满

快乐的时候，因为时机尚未成熟。因着很多人没有充分的异象或

启示，他们不知道在召会生活中实际上发生甚么事。他们以为我

们在这里只是要过得快乐而已。但这不是神意愿的奥秘。这奥秘

乃是神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为祂自己产生召会。这就是历

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 

10 节说到时期满足时的经纶。时期是指世代说的。时期满足时，

就是神在所有世代的一切安排完成后，新天新地来到时。世代共

有四个，即罪（亚当）的世代，律法（摩西）的世代，恩典（基

督）的世代，和国度（千年国）的世代。经纶，或计划。希腊文，

oikonomia，奥依克诺米亚，意家庭律法，家庭管理，家庭行政，

引伸为行政的安排，计划，经纶。（见提前一 4 注 4）这经纶乃

是神照着祂的心意，在祂自己里面定意计划的，就是要将万有在

时期满足时，都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神已使基督作万

有的头。（22）借着神在所有世代中一切的安排，万有要在新天

新地中，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这就是神永远的行政和

经纶。这是借着把作生命元素的三一神丰盈生命的供应，分赐到

召会所有的肢体里面，使他们从死境中起来，并联于身体而成就

的。 

当召会满了生命，就也满了光。这样，在召会中的每个人就都被

里面的生命所规律，而不是被外面的规条所规律；每个人都受生

命之光管制，而且秩序井然。在生命和光里，我们就归一于一个

元首之下。十一节的下半说，我们“也就在祂里面成了所选定的

基业”，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或，得了基业。原文全句是一个动

词，意选择，或抽签指定。因此全句意即，我们在祂里面被标明

为所选定的基业。我们成了所选定的基业，以承受神作基业。一

面我们成了神的基业，（18）给神享受；一面我们承受神作我们 

的基业，（14）给我们享受。 

十二节说，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首先”这辞也可译

作“豫先”。我们新约的信徒，是在今世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

人。犹太人要在来世，才在基督里有盼望。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有

盼望，犹太人却没有，他们是在一种可怜的光景里。至终，我们

将使神的荣耀得著称赞。正如我们所看过的，神乃是在新约信徒

身上得着荣耀，得着彰显。这个彰显在今天是看不见的，但有一

天却看得见。那时，神藉新约信徒所得的彰显，要引出宇宙性的

称赞。我们的神将藉着我们，并在我们中间，得着完满的彰显和

荣耀；那时整个宇宙就要称赞祂的荣耀。 

三    灵的印记和凭质，说出神所完成之定旨的应用  

1:13 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在祂

里面信了，就在祂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使

祂的荣耀得着称赞。 

根据一章十三至十四节，灵的应用有两方面：印记和凭质，或者

可以说，印涂和作质。在我们得救时，神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作

印记，将我们标出，指明我们是属神的。圣灵，就是神自己，进

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印记所表征之神的形像，因此得以像神。 

以弗所一章十四节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质，“为使神所买

的产业得赎。”这里的得赎是指我们的身体得赎，（罗八 23，）

就是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腓三 21。）

今天圣灵是我们神圣基业的担保、豫尝和样品，直等到我们的身

体在荣耀里改变形状，那时我们就要完全承受神。从已过的永远

神的拣选，（弗一 4，）到我们的身体得赎，直到将来的永远，

其中一切的要点都包含在神所赐给我们之福分的范围里。 

而圣灵的印涂不是一次永远的事；相反的，这印涂仍然在进行中。

印记是在我们信的时候就放在我们里面的，但印涂是从那时一直

进行到现在。圣灵是印记，也正在印涂。祂仍然在我们身上印涂。

我们已受了印记，现今仍然在接受印涂。 

因着许多基督徒注意道理，而忽略了膏抹、印涂和作质，他们就

失去对三一神的经历。他们在道理上有三一神，在经历中却没有。

然而圣经启示，三一神不是仅仅当作道理给我们学习的，更是给

我们经历的。在主的恢复中，我们不为观念和道理的项目所霸占。

我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对三一神真实的经历。当然，我们的经历

若是正确、健全，就会与圣经中的启示相符合。 

因为十四节用“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这句话作结束，所以我们

需要再一次来看这件事。这是本句话第三次的重复，这次是神对

我们的祝福（3～14）这段话的结语。三至六节揭示父神为我们

所计画的，就是拣选并豫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使祂恩典的荣耀

得著称赞。七至十二节启示子神如何完成父神所计画的，就是救

赎我们，并使我们成为神的基业，使祂的荣耀得著称赞。十三至

十四节告诉我们灵神如何将子神所完成的，应用到我们身上，就

是印我们，并作我们永远、神圣基业的保证和豫尝，使神的荣耀

得著称赞。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里，三一神的荣耀配得三重的

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