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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5 年 09 月 20 日-2015 年 09月 26日 

近期大事 

1. 9/26 会所有弟兄相调聚会，8:30AM 开始，2:00PM

结束，提供早饭和午饭，希望弟兄们都能圣别出时

间来享受这样的聚会。 

2. 9/28（周一）晚上有 14 位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和我

们有相调，会有姊妹牧养和成全的交通。望姊妹们

都来参加。 

3. 刘弟兄（刘英姊妹的父亲）于 9/19 在小排聚会受浸

归主！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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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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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立约的神与祂的诸约（二） 新约的内容 

 

赛 42:6 我是耶和华，凭公义召了你；我必紧握你的手，保

守你，使你作众民的约，作外邦人的 光，  

赛 49:8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

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 使你作众民的约，

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耶 31:31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耶 31:32 不象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

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是他们的丈 夫，他们却背了我

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 31:33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

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 里面，写在他们

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耶 31:34 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 至大的，都必认识

我，因为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这是耶

和华说的。  

 

我们的神是一位立约的神，这是何等的恩典。神渴望与人立

约，藉着祂的约，祂就能向人启示祂的心意。事实上，就着

神那一面说，祂没有义务与人立约，因为约是一种有约束力

的协议。因着神要向人保证，使人心安，所以祂与人立约。

神与人立约，是神对人最高恩典的启示。前一篇信息所说到

的诸约，事实上都是指向本篇信息所要说的新约。新约是用

主的血所立的，是祂在钉十字架之前立的（可十四 22-24）；

保罗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在救恩里所做的一切，就是要

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约，更美的约，永远的约（八 6，十三

20）。 

 

壹          基于耶利米预言到新约，耶利米书这卷旧约的

书也可视为新约的书—二 13，十七 9，十三 23，二三 5～6
  

 

在耶利米三十一章，耶利米预言神要与祂的百姓另立新约

（31）。三十三节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

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里的“那些日子以

后”，严格说，是指千年国的开始。然而，主耶稣上十字架

前，在末后的晚餐，用祂的血立了新约；所以在千年国新约

真正来到以前，主耶稣已经立了这约，作为给我们的预尝。 

 

贰           基督自己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约，新遗命

——赛四二 6，四九 8  

 

神在以赛亚四十二章六节说，『我是耶和华，凭公义召了你；

我必紧握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众民的约，作外邦人的

光。 』在四十九章八节也说，『我要保护你，使你作众民

的约。 』由此可知，耶和华乃是将基督当作这约，赐给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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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事实上，这约乃是基督这美妙的人位，也就是包罗

万有的基督。基督就是这约的实际，祂自己就是新约。 

 

一 神的救恩、神的祝福、以及神一切的丰富都已经立约给

了我们；这约就是基督：  

 

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祂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

裔得福。 』（创二 8上）那后裔是指基督。神给亚伯拉罕

的应许，要在基督里得著成就。所以，加拉太三章十四节说，

『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 』

以弗所一章三节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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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乃是在基督这个人位里，神将一切属灵

的福分传递给我们，赐给我们。 

 

二 接受并享受基督作我们这约的路，乃是借着呼求我们主

基督的名，操练我们的灵， 照着我们的灵而活，住留在我

们灵里；与我们的灵同在的，就是这位基督—赛四二 5～6，

亚十二 1，罗八 4下，启一10上，提后四 22 

  

若这里有许多丰富的食物摆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没有胃

接受，那有什么用？所以，神启示基督是祂所赐给祂子民的

约之前，先给我们看见，祂为人造灵。享受基督作为那约的

路，就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呼求：『哦，主耶稣。 』甚

至当我们在听信息时，都要操练我们的灵。每逢我们在灵里，

我们就联于诸天，联于这作为新约实际的一位。这遗命里一

切的项目，一切的遗赠，乃是传输到我们灵里，作我们的分，

给我们享受 

 

叁            新遗命的内容（耶三一 31～34，来八 8～

12）包括以下四项福分，作为神给我 们的遗赠：
  

 

第一项福分：保罗在希伯来书重复并应用耶利米三十一章三

十三节的话，耶利米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当耶利米受感豫言这要来的新约时，他知

道有一个活的律法要分赐到神百姓内里的各部分。当保罗来

解释、应用那话时，乃是根据他的经历，说到神要将活的律

法分赐到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

良心等。当这律法分赐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时，就成了那些

部分里面的律法。所以，保罗在希伯来八章十节，说到这律

法时，是用复数的写法。神的这一个活的律法，分赐到神子

民内里的各部分，就成了许多的律法，分别规律心思、情感、

意志等。 

 

第二项福分：
 
“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来八 10）。根据十诫的头四条，神在律法里的心愿，乃

是祂要作神。今天在世界上，有谁让神作神呢？人是否接受

神作神？天使长撒但背叛，想要成为神（赛十四 13~14）。

基督在旷野受撒但试诱，其中最剧烈的试诱，就是对祂说，

『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 』（太四 9）但

是人子说，『撒但，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 』（10）在

人子耶稣身上有神，并且只有神是神，此外没有别的神。我 

 

们从十诫看出，神巴望作我们的神，但是今天的世人弃绝神，

忽视神，把神摆在一边。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在生命之律的

运行下，必须认识并接受祂作我们的神。当我们以祂作我们

的神，我们就成为祂的子民。 

 

第三项福分：“他们各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各人也

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

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来八 11）。经文里的两个

『认识』，在希腊原文是不同的字：前者是 ginosko，基诺

司寇，表明外面客观的知识；后者是 oida，欧依达，指里

面主观的知觉。新约的第三项福分，乃是我们不需要任何人

外在的教导，就能凭主观的知觉认识神。约壹二章二十七节，

可说是这节的对应：『你们从祂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

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祂的膏油涂抹，在凡事

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谎的，你们要按

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祂里面。在我们每一个得救

的人里面，都有一种内里对神的认识。在新约里，我们从最

小的到至大的，都可以认识主。认识主这件事，事实上是神

在祂经纶里之救恩的最高点。祂拯救我们从埃及的奴役出来，

带我们到山上与祂交通，这些都不过是手续。祂乃是要带我

们达到一个目标，就是使我们主观的认识祂。约翰十七章三

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

是永远的生命。 』与此对应的是约壹五章二十节『使我们

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甚至

与神交通还不是目标，我们乃是要被带到这种内里对神主观

的认识里。 

 

第四项福分：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绝不再记念他们的

罪”（来八 12）这是一个手续，使我们能享受并经历内里

生命之律，经历对神主观的认识，并使我们在与神的交通中，

成为祂的子民。这里说到『宽恕』，这辞按原文意指为我们

的罪成就平息。恢复本罗马三章二十五节第二注，有关于

『平息』的详细解释，值得好好研读。基督已经付清我们所

欠的罪债，祂成了平息的祭物，也成了平息盖，就是神能与

人相会之处；那是施恩的宝座，也是怜悯座。神能告诉我们：

『我要宽恕你们的不义，绝不再记念你们的罪。 』对于我

们堕落的罪人，这是神何等的怜悯。 

 

肆           至终，新约要产生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新

约的具体化身，以团体的方式彰显神到极致，直到永远。 

 

旧约里的两个女;夏甲和撒拉; 是有寓意的；夏甲豫表旧约，

撒拉豫表新约（加四 24）。这两个女人代表两个耶路撒冷，

夏甲表征律法，代表地上的耶路撒冷；撒拉表征恩典，代表

在上的耶路撒冷，新约至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新

耶路撒冷，我们看见表明神信实的彩虹，不再是陈列在空中，

乃是彰显于圣城的根基。圣城根基的宝石，显出一道彩虹的

颜色，见证神的信实（启二一 19~20）。三一神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成为生命的灵，作为生命水的河，在城中涌流

（二二 1）；蒙神救赎、变化、模成的人与神完全成为一。

这是神在人里，人在神里，完全成就了神的新约，终极完成

于新耶路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