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29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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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后 2015 年 11 月 15 日-2015 年 11 月 21 日 

近期大事 

1. Vivian 姊妹和弟兄 John 将在下月初搬家到北卡的夏

洛特市，本来要专门安排聚会为他们送别，略表对

他们多年忠信服事青少年的感谢之情，由于时间关

系，经交通送别聚会合并于感恩节聚会。 

2. 感恩节爱筵相调聚会将于 11/25 （周三）在会所举行，

时间 5:30-9:30pm。5:30-7:00 为爱筵，各家带菜，召

会会准备一只烤全羊，会有火鸡。7:00-9:30 为感恩

聚会，召会会有个简短的总结汇报，然后每一区分

别做区的总结和展望汇报（英文区会穿插给 Vivian 

和 John 的送别节目），再是同区里 2 个排合并唱一

首诗歌。请弟兄姊妹为此祷告，准备，并广邀朋友

参加。 

3. 初信成全训练本主日（11/15）开始，本周为预训，

望初信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尽快找万伦弟兄和荣亮弟

兄报名。感谢主！ 

4. 11/20-23 日余洁麟弟兄将在纽约市召会带领东岸第一

次英文特会，有负担的弟兄姊妹欢迎前往参加！ 

Friday, Nov. 20 -      7:30 pm - Meeting 1 

Saturday, Nov. 21 -    9:30 am - Meeting 2； 

12:00 - Lunch provided at the hall；4:00- 6:00 pm - 

Special fellowship for young working saints；6:00 - 

Dinner provided at the hall；7:30 pm - Meeting 3 

Lord's Day, Nov. 22 -   10:00 am - Lord's Table 

Meeting；11:00 - Meeting 4 

Monday, Nov. 23 -      7:30 pm - Special fellowship for 

young working saints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约翰福音 

2. 小排的追求进度：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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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周 生命的原则与目的 

 

圣经节： 

2: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

在那里。 

2:2 耶稣和祂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筵。 

2:3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祂说，他们没有酒了。 

2:4  耶稣对她说，妇人，我与你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2:5 祂母亲对仆人说，祂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作什么。 

2:6 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

盛两三桶水。 

2:7 耶稣对仆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

缸口。 

2:8 耶稣又说，现在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

去。 

2:9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那里来的，只

有舀水的仆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2:10 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

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2:11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

的，显出祂的荣耀来，祂的门徒就信入了祂。 

2:12 这事以后，耶稣与祂的母亲、兄弟和门徒，都下迦百

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 

2:13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2:14 祂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

那里， 

2:15 就拿绳子作成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赶出殿去，倒

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钱币，推翻他们的桌子。 

2:16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走，不要将我

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场所。 

2:17    祂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

如同火烧。” 

2:18 于是犹太人问祂说，你既作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

我们看？ 

2:19 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

来。 

2:20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

将它建立起来么？ 

2:21 但耶稣是以祂的身体为殿说的。 

2:22 所以到祂从死人中复活以后，祂的门徒就想起祂说过

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 

 

壹  生命的原则－变死亡为生命 

 

一 他们属人的生命用尽，为死亡所充满 

虽然婚礼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场合，其快乐却是短暂的。没有

一个婚礼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http://rsgamen.org/


 

 

1 “酒用尽了” 

婚筵享受的中心－酒，用尽了（约二 3）。这表征当人的生 

命用尽时，人生的享受也就结束了。当酒一用尽，婚筵的快 

乐就了了。这不只表征人生的享受结束了，并且人的生命也

完结了。不论你有多少享乐，你属人的生命结束，你人生一

切的享受也就完了。不管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你的职业有多好，如果你的生命到了尽头，你的

快乐也就完了。 

 

2 “六口石缸” 

在行神迹之先，主吩咐人把缸倒满了水。（约二 6～7。）这

些盛水的缸是用石头作的，共有六个。六这数字代表受造的

人，因为人是在第六日被造的。（创一 27，31。）因此，六

口石缸象征在第六日所造天然的人。按天然说，我们甚么也

不是，只是“水缸，”是盛装东西的器皿。我们这些水缸是在

迦拿，这满了软弱、脆弱之人的芦苇之地。我们乃是在迦拿

的水缸，既软弱又脆弱。 

 

3 犹太人用水“洁净的规矩” 

这些水缸是用于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约二 6；）这是犹太

宗教的实行。犹太人用水洁净的规矩，表征宗教企图用一些

死的作法使人洁净。古时的犹太人在敬拜神的事上，留意洗

濯自己，保守自己清洁干净。相反的，主却变死亡为生命。

用水作礼仪上的洁净是外面的，没有生命；但主变死亡为生

命，是从里面的，满了生命。 

 

4 “把缸倒满了水” 

主吩咐仆人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约

二 7。）这是甚么意思?我们将要看见，这表征人充满死亡。

水缸，就是在第六日所造的人，充满了死水。 

 

二 耶稣将他们的死亡变为永远的生命 

 

1 水象征死亡 

主吩咐人将六个器皿倒满水的时候，指明天然的人满了死亡。

水在圣经里有两种象征的意义。在有些事例中，水代表生命；

（约四 14，七 38；）在某些事例中，水代表死亡。（创一 2，6，

出十四 21，太三 16。）创世记一章的水，和受浸的水表征死。

在这事例中，水也表征死。所有的石缸都满了水，意思就是所

有的人类，就天然说都满了死亡。水缸怎样充满水直到缸口，

我们也照样充满死亡。 

 

2 酒是葡萄生命的汁液，象征生命 

主耶稣奇妙的将这死水变为酒。（约二 8～9。）这神迹不只显

明，主耶稣能称无为有，（罗四 17，）祂也能变死亡为生命。 

 

主神奇的变水为酒，表征祂将我们的死亡变为生命。水象征死

亡，酒象征生命。当主将我们的水变为酒时，在我们婚筵中的

酒就取用不竭了。我们既已重生，生命带着其属灵的享受，就

会持续到永远。我们会有一个永远的婚筵，是永不止息的。这

婚筵不在我们原有的生命里，而是在我们藉重生所得着的新生

命里。正如管筵席的发觉，新酒比先前的酒更好；（约二 9～

10；）照样，我们也将发现，我们藉重生所得的生命远胜于我

们天然的生命。 

 

贰 生命的目的－建造神的家 

 

约翰二章先有变水为酒的事例，（约二 1～11，）然后紧接著有

对付殿的事例，（约二 12～22，）这是很有趣的。我们必须相

信，这两件事例记在这里，不仅是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更是

为着表征一些事。为何对付殿紧接在变死亡为生命之后?这表明

生命乃是为着神的殿（家）。换句话说，生命是为着神的建造。

在主变水为酒的事件里，我们看见了生命的原则，就是变死亡

为生命。如今在对付殿的事上，我们看见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

神的家。 

 

一 耶稣洁净殿 

约翰二章十二至二十二节给我们看见，主对付殿的两方面－

洁净的一面和建造的一面。神的仇敌撒但总是想要破坏或拆

毁神的殿。他企图用许多罪恶的东西玷污它，这就是神的殿

（家）需要洁净的原因。耶稣洁净殿是在“逾越节近了”的时

候。（约二 13。）那时，逾越节乃是记念神的救恩，（出十

二 2～11，申十六 1～3，）藉着这记念，犹太人就在他们的

殿里敬拜神。但是当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他们的殿里满了

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人。因此殿需要洁净，主耶稣

就这样行了。 

逾越节乃是我们记念主的一个豫表。（林前十一 24～25。）

我们就是神的殿。（林前三 16。）我们很可能来到主的桌子

前记念祂，却充满了属地的事物。因此我们也需要洁净，好

叫我们成为神合式的殿。 

 

二 耶稣那是殿的身体被拆毁，在复活里被建立起来 

撒但的目的不仅要污染殿，更要拆毁殿。他最终的目的是要

拆毁神的家。但是仇敌所拆毁的，主要在三日内建立起来。

（约二 19。）这就是说，主在祂复活的生命里，将仇敌所拆

毁的建造起来。我们无须为主召会的恢复忧虑，因为仇敌越

破坏，主越在复活里建造。主的话乃是：“你们拆毁这殿，我

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约二 19。）换句话说，仇敌可

能破坏并拆毁召会，就是神的家；但主在复活里并藉着复活，

要将她建立起来。在仇敌造成破坏之后，主在复活里要建立

起更大的建筑。我们不该为召会中可能存在的混乱忧虑，因

为主的身体，召会，在复活的过程中。仇敌的破坏是必需的，

因为每样天然的东西都必须拆毁；也只有天然的东西能被仇

敌拆毁。之后，主就要在复活里建立祂的召会。每一次当难

处破坏召会之后，召会就在复活生命的新样中得到恢复并建

立。已过我曾看见好些真正伤害召会的破坏工作，但是仇敌

越破坏，主越在复活里并藉着复活建造祂的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