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 28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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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后 2015年 09 月 27 日-2015 年 10 月 03日 

近期大事 

1. 9 月 26 日 有大约 30 位弟兄在会所参加弟兄相调聚

会。弟兄们有甜美的相调和交通，交通的负担是加

强小排的经营，人人能在小排里尽功用，就是传福

音，喂养新人，借着每天享受主的话而供应主的话，

弟兄姊妹都该如此过小排生活，使召会得建造。感

谢主！ 

2. 9 月 26 日（周六）晚在会所，普林斯顿小排与 West 

Windsor 五排及三排举行了中秋月饼及冰皮月饼制

作相调，有许多福音朋友参加。有一位朋友逯崧受

浸归入主的名，感谢赞美主。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二十四、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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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篇 立约的血 

经节： 
出二四 4 摩西将耶和华的话都写下；他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

坛，并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5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

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6 摩西将血一半盛

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7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凡耶和 

 

 
华所说的，我们必要行，也比听从。8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

看哪，这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所立之约的血。 

出二五 17 要用纯金作遮罪盖，长二肘半，宽一肘半。22 我要在那

里与你相会，又要从见证的柜遮罪盖上两个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

所要吩咐你穿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出三四 27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些

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的。28 摩西在那里与耶和华同在四十昼四

十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命，写

在两块版上。29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见证的版，下西乃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30 亚伦和以色列

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31 摩西叫他们来，于是

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回到他那里，摩西就对他们说话。32 随后以色

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

咐他们。33 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34 但摩西

每逢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他出来，将耶和

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35 以色列人就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

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 

利十六 11 亚伦要把为自己作赎罪祭的公牛牵来，为自己和家人遮罪，

把公牛宰了。12 他要拿一个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

又拿一满捧捣细的馨香之香，都带入幔内，13 在耶和华面前，把

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见证柜上的遮罪盖，免得他死亡；14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遮罪盖上朝东的一面，又在遮罪盖

的前面用指头弹血七次。15 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作赎罪祭的公山

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内，弹在遮罪盖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

血一样。16 他要因以色列人诸般的不洁、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

罪，为至圣所遮罪；也要为那在他们不洁之中与他们同住的会幕，

照样而行。 

太二六 28 因为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路加二十二章 20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来十 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

他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

肉体 。 
 

壹 基督的宝血满足神，使信徒能进到神面前，并且胜过仇

敌一切的控告；（出十二 13，弗二 13，彼前一 18～19，来
十 19～20，22，九 14，约壹一 7，9，启十二 10～11）我们

需要进一步看见主的宝血乃是立约的血。 

贰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看哪，这是耶和华按这

一切话与你们所立之约的血”—出二四 8： 

一 立约的血是出于神的心，但这件事在天然人的心里却没有

一点地位。 

二 路加二十二 20 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1，主的血满足了神的公义，立定了新约，并把我们引进新约

的实际。 

2， 借着主的死，祂的血立了新约；借着主的复活，祂成了

新遗命连同其一切的遗赠；并且在主的升天里，祂是新约的

中保、执行者，以及新约的保证，就是新约中一切都必成就

的凭质：a 基督是神格的丰富的具体化身，（西二 9，）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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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钉死并复活者，祂已成了神给祂子民的约；祂是神一切

所是，以及神给我们之一切的实际。b 神的救恩、公义、称

义、赦免、救赎、丰富、以及神一切所有并将要作的，都已

经立约给了我们。c 基督作为新遗命中一切遗赠的实际，乃

是那包罗万有、赐生命、内住并终极完成的灵，在我们的灵

里，并与我们成为一灵。 

叁 “摩西将耶和华的话都写下；他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

一座坛，并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出二四
4： 

一 祭坛指出救赎、了结、顶替的需要；因着我们是堕落、犯

罪且败坏的，我们需要蒙救赎并被了结，我们也需要被基督

顶替。 

二 柱子表征神的百姓在祭坛那里蒙了救赎、被了结、被顶替

之后，就能成为神的见证，返照神的所是。 

三 血是来自献在坛上的祭牲；不是祭坛，也不是柱子，乃是

血使律法的制定生效—4～8 节。 

肆 我们必须看见神颁布律法的心意： 

一 神颁布律法的心意，乃是要向祂所拣选、救赎的百姓启示，

祂是怎样的一位神；律法既是神的见证，就是神的描绘或相

片；（十六 34，二五 21；）因此，律法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启

示神是圣、义、爱、光的神。 

二 律法的第二个功能是使神的百姓领悟，他们是堕落且远离

神的人： 

1 神没有意思要祂的百姓遵行祂所颁布的律法；堕落、犯罪

并败坏的人，不可能遵守律法—参罗三 20。 

2 神颁布律法的心意与接受律法之百姓的心意不同；接受律

法之百姓的心意是要守律法—出二四 3，7。 

3 唯有借着救赎的血，（彼前一 18～19，）立约的血，神的

百姓才被引进至圣所接触神，并得着神注入他们里面。（来

十 19～20。）  

伍 我们必须看见救赎的血与神的面光（同在）之间的关系： 

一 摩西和所有其余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堕落、犯罪且败坏

的；他能在山上四十天之久，停留在神面前并被神注入而成

为神的返照，是因为神看见了救赎的血；这就是摩西下山的

时候面皮发光的原因—出三四 27～35。 

二 唯一够资格进入至圣所，来到有遮罪盖的约柜那里的，

乃是带着外院子救赎之血的人；这血就是立约之血，把百姓

带入至圣所，进到神面前—利十六 11～16： 

1 遮罪盖，相当于罗马三章二十五节和希伯来九章五节的平 

息处，乃是约柜的盖，表征基督作神公义律法的遮盖，也作

神在恩典中与祂的赎民相会，对他们说话的地方—出二五 17，

22。 

2 因此，至圣所约柜上的遮罪盖，等于施恩的宝座，就是那

住在我们灵里的基督；用以作这盖的纯金，表征基督纯净的

神圣性情—来四 16。 

3 神在遮罪盖上二基路伯中间与祂的子民相会，并向他们说

话，表征神在那作祂见证之成就平息的基督里，与我们相会，

向我们说话—出二五 22，参林后三 8～11，18。 

4 因此，遮罪盖连同在遮罪日洒在盖上祭牲的血，（利十六

14～15，29～30）描绘在人性里救赎的基督，以及在神性里

照耀的基督，是堕落的罪人能与公义、圣别、荣耀的神相会，

并听祂说话的地方，借此他们就被那作为恩典的神所灌注， 

并从祂领受异象、启示和指示—出二五 20～22。 

陆 摩西知道神的心和神的心意，因此，他制定律法不是照

着以色列人的意愿，乃是照着神的心意： 

一 神的方式是启示神的所是，然后给百姓看见，在神眼中，

他们是堕落、犯罪、败坏的（全然无望也无助），他们极其

需要神的救赎和赦免。 

二 他们得了救赎和赦免之后，救赎的血要带他们进到神面前，

他们能在那里接触神，接受神进到他们里面，并被构成柱子，

作神活的见证，就是神之所是的返照。 

三 主已经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祂的血是便利的，能洁净我们，

并把我们带到祂面前；现在祂一直等着我们悔改、转向祂、

并接受祂的救赎和赦免。 

四 按照新约的启示，我们不仅被带到神面前，我们更被带进

神自己里面；救赎并洗净的血把我们带进神里面！ 

五 这使我们有地位和立场来接受神、享受神并吃喝神；至终，

我们这样有分于神，就能成为柱子，就是祂活的见证。 

六 成为柱子的路乃是享受神，就是吃祂作我们的生命供应，

（约六 57，启二二 14，）并且喝祂作我们的活水；（约七

37～39，四 10，14，林前十二 13；）我们借着吃祂、喝祂，

就享受祂，并由祂所构成。 

七 这是神圣经纶的基本原则，在宇宙间一直运行直到如今：

1 神经纶的基本观念不是神的百姓应当遵守律法；神颁布律

法不是要祂的百姓遵行，乃是要他们借着律法可以在积极方

面认识神，在消极方面认识自己。 

2 当他们对神、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他们就会悔改，

并借着救赎的血接受神的救赎，且被带进神面前，接受神的

注入，而成为柱子，作神所是活的见证并返照—参罗八 4。 

柒 立约的血主要乃是使神作我们的分，给我们享受—参诗
二七 4，林前二 9，来十 19～20： 

一 在新约中，神赐给我们赦罪、生命、救恩，和一切属灵、

属天、神圣的福分。 

二 当神将这新约赐给我们时，这约乃是一个杯，就是我们的

分：“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

的”—路二二 20： 

1 主流了血，神立了约，而我们享受这杯；在这杯里，神和

一切属神的都是我们的分—林前十 16 上。 

2 血是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约是神为我们所立的契据，

杯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分。 

3 “亚当堕落失去神，在这分内我得回；借着你所流的血，

神就成为我恩惠。救赎、生命并一切，在这分内都包括；凡

神所愿并所筹，在这分内全归我。”（诗歌一七六首，第三

节。） 

捌 最后，基督的血，就是新约的血，（太二六 28，路二二
20）把神的子民引进新约更美的事里，神在这约里，将新心、

新灵、祂的灵、里面生命的律（指神自己及其性情、生命、

属性和美德）、以及认识神的生命性能赐给祂的子民。（耶
三一 33～34，结三六 26～27，来八 10～12。） 

玖 至终，新约的血，就是永约的血，（来十三 20）使神的

子民能事奉祂，（九 14）并将神的子民领进对神作他们的分

（生命树和生命水）的完满享受里， 从今时直到永远。

（ 启七 14，17，二二 1～2，1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