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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2021年冬季训练进入撒母耳记（上、下）结晶读经。召会有二十二位圣徒报名参加，大部分是英文区的圣徒。英文区安排从12月20日（周 

 一）至12月30日（周四）报名的圣徒一起进入。每晚上7：30PM开始，有半个小时回顾分享前一篇的信息。八点开始听信息，信息完后有 

 得着分享。周六及主日则有两篇信息, 上午10点有一篇。12月28日周二晚有祷告聚会所以没有安排听信息。愿主向祂的众召会说话，祝福 

 这样的训练。参加训练的圣徒们也可把得着的丰富和享受分享给其他的圣徒。赞美我们的主！ 

 2.  关于财务奉献，我们提供两种途径供圣徒选择：1. 支票邮寄到会所地址；2. 网上Zelle转账电邮地址  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召会本周追求进度：圣经与诗歌】 
 召会申言聚会追求  初信造就五十题  诗歌一  诗歌二 

 罗马书第九和十章  第四十四篇 蒙头的问题　  补充本751 遇见你们  补充本752 爱使我们相聚 

 【召会人数统计】 

 Date 
 Lord’s 
 Day 
 Total 

 English Speaking 
 Children/YP/CS/Adults 

 Chinese Speaking  Prayer 
 Mee�ng 

 Total 

 Tuesday Prayer Mee�ng 

 PreK-G2  G3-G5  YP  CS  Adults  LH  WW  LH  WW  EN 

 12/05/21  114  9  6  8  1  20  33  38  39  12  13  14 

 12/12/21  103  12  0  20  34  37  35  12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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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5&f_ChapterNo=9
http://www.lightinnj.org/%E5%80%AA%E6%9F%9D%E8%81%B2%E6%96%87%E9%9B%86/%E5%80%AA%E6%9F%9D%E8%81%B2%E6%96%87%E9%9B%86%E7%AC%AC%E4%B8%89%E8%BE%91/%E7%AC%AC04%E5%86%8C%E5%88%9D%E4%BF%A1%E9%80%A0%E5%B0%B1%EF%BC%88%E4%B8%8B%E5%86%8A%EF%BC%89/010%E7%AC%AC%E5%9B%9B%E5%8D%81%E5%9B%9B%E7%AF%87%E3%80%80%E8%92%99%E5%A4%B4%E7%9A%84%E9%97%AE%E9%A2%98.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HyeAbSH7X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7RjxEehlU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586期】 主后2021年12月13日-2021年12月19日 

 【罗马书读经指引】 

 日期  星期  书名  经节  重点经节 
 和注解/串珠  小主题/思考问题  生命读经 

 12/13  一  罗马书  9:1-13 
 罗  9:8; 
 加3:29, 

 4:28 

 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 
 裔”(创21:12)。” 而我们都不是以撒的后代，如何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罗马书生命读经: 

 第二十二篇　神的 
 拣选，我们的定命 
 （一） 

 第二十三篇　神的 
 拣选，我们的定命 
 （  二） 

 12/14  二  罗马书  9:14-18  罗  9:15-16  既然“不至于那定意的，也不至于那奔跑的，只在于 
 那施怜悯的神”，我们还需要努力吗？ 

 12/15  三  罗马书  9:19-29  罗9:21 
 林后4:7“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神照着祂的豫定 

 ，造了我们作祂的容器。 
 诗歌 “  What was a cup made  ” 

 12/16  四  罗马书  9:30-10:3  罗9:33 
 神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并跌人的磐石，是指耶 
 稣。他既是绊脚跌人，为什么又“信靠他的，必不至 
 于羞愧”？ 

 12/17  五  罗马书  10:4-13  罗  10:12  “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 
 操练呼求主名 

 12/18  六  罗马书  10:14-21  罗10:14  从10:14,17看见：我们必须传福音，才能让人听到基 
 督的话，从而信入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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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心得分享】  罗马书第九和十章 

 壹　在於呼召的神 (九1～13) 
 第1节证明良心是人灵的一部分。在第八章16节我们看过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然而，本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在圣灵里作见证。 

 所以，既然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的良心又同圣灵见证，我们的良心就必是我们灵的一部分。第4节中，儿子的名分，意思是继 

 承基业的权利。本节所题的荣耀是指  1）  在旷野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出四十34，）以及  2）  在耶路撒冷圣殿建  造好并奉献的时候。 

 （代下五13～14。）在这两个场合里，以色列人都看见神的荣耀。诸约是神与亚伯拉罕，（创十七2，徒三25，加三16～1，）并在 

 西乃（出二四7，申五2）和摩押（申二九1，14）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些约是以色列人所宝贵的。（弗二12。）律法的颁赐指 

 以色列人所宝贵的律法。（申四13，诗一四七19。）本节所题的事奉，毫无疑问是指在帐幕或殿里，照摩西律法所制定，祭司或利 

 未人的事奉，因为所有与帐幕或殿有关的事奉，都在祭司和利未人手下。应许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大卫的应许。 

 （罗十五8，徒十三32。）第5节陈述，基督按祂的人性说，也是出于以色列人的。但就神性说，我们须领悟、珍赏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虽然祂在肉体里是出于以色列犹大支派，但祂就是无限的神。因此，以赛亚九章六节说，“有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祂名称为…全能的神。”我们为着祂的神性赞美祂，并且敬拜祂永远是神。在6至8节里，保罗是在神经纶的 

 光中，并将事情看得很清楚。惟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除了以撒之外，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作以实玛 

 利。虽然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但他或他的后裔亚拉伯人，都没有蒙神拣选。他们是肉体的儿女，不能算是神的儿女。惟独以 

 撒和他一部分的后裔蒙神拣选，才算是神的儿女。照着神的经纶，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亚 

 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神的儿女。天然的出生不彀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需要重生。（约三7。）“应许的儿女”这辞指第二次出 

 生，因为惟有藉着第二次出生，他们才能成为应许的儿女，因此才算是后裔。在9至13节向我们揭示一个事实，神的拣选不是照着人 

 的行为，乃是完全照着祂的拣选。在创二一12，以撒的两个儿子中，只有一个蒙神拣选。这启示神的拣选也不是照着人的出生。神 

 不照着祂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拣选人。 

 贰　在于神的怜悯 (九14～18) 
 在14-16节中，神说“我要”，我们就不该与祂争辩。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祂的主宰权柄。怜悯和怜恤之间有甚么不同？很难区 

 别。虽然怜恤非常接近怜悯，但怜恤比怜悯更深、更细、更丰富。将本节的怜恤与怜悯放在一起，加强神是满有怜悯的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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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观念是，定意的会得着他所定意要得着的，奔跑的会得着他所追求的。情形若是这样，神的拣选就会照着我们的努力和劳 

 苦。但情形并不是这样；这完全在于那施怜悯的神。我们不需要定意或奔跑，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若认识神的怜悯，就不会信靠 

 我们的努力；我们也不会因着我们的失败而失望。对于我们苦恼的光景，盼望乃在于神的怜悯。 

 参　在于神的主宰 (九19～29) 
 在19～20中，我们都必须领悟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造物，祂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祂的造物，不该对祂这位创造者说甚么。在 

 21节揭示神造人的目的。本节在启示神造人的目的上是独特的。没有本节，我们很难领悟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使人作祂的器皿，以 

 盛装祂。我们都必须彻底领会，我们是神的容器，神是我们的内容。林后四章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是瓦器， 

 神是宝贝和内容。神照着祂的豫定，主宰的造了我们作祂的容器。一切都在于神的权柄。神有权柄将我们这些祂所拣选并呼召的人 

 －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作成蒙怜悯的器皿以盛装祂，使祂荣耀的丰富得以彰显，得以显明。照着祂主宰的权柄，祂早 

 豫备我们得这荣耀。我们被祂的主宰豫定作祂的容器，就是贵重的器皿，彰显祂在荣耀里的所是。那不但是祂的怜悯，也是祂的主 

 宰。在23～24说明，一切都在于神的权柄。神有权柄将我们这些祂所拣选并呼召的人－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作成蒙怜 

 悯的器皿以盛装祂，使祂荣耀的丰富得以彰显，得以显明。照着祂主宰的权柄，祂早豫备我们得这荣耀。我们被祂的主宰豫定作祂 

 的容器，就是贵重的器皿，彰显祂在荣耀里的所是。那不但是祂的怜悯，也是祂的主宰。 

 肆　藉着那本于信的义 (九30～十3) 
 外邦人虽然未曾追求义，反得着了义。这义不是律法的义，乃是本于信的义。外邦人藉着神那本于信的义，有分于神的拣选。我们 

 绝不能藉着追求律法的义而达到义。以色列人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反碰跌在那“绊脚石”，就是基督这“跌人的磐石”上。然而， 

 “信靠祂的，必不至于羞愧。”人可能为神极其热心，而缺少对祂的路正确的知识。犹太人偏离了神拣选的标竿，现今仍然偏离， 

 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藉着遵守律法，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基督自己。因此，他们失去了神的救恩。凡想要遵守 

 律法或行善以讨神喜悦的，就是靠人的努力，要建立自己的义；这就使人偏离神救恩的路。 

 伍　藉着基督 (十4～21) 
 十章四节说，“原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的都得着义。”基督是律法的总结。这就是说，祂来完成并了结律法。祂来成全 

 律法。（太五17。）藉着成全律法，祂总结并了结律法。基督了结律法，结果就使凡相信基督的都得着神的义。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就完成并了结律法。律法总结在祂身上。既然律法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被了结，我们就不该再在律法之下。我们单单藉着相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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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得着神的义。五至七节阐述“成肉体并复活的基督”。表面上这些经文没有题起基督的成为肉体和复活；事实上二者都包括 

 在这段话里。虽然保罗没有用成为肉体和复活这些辞，然而，他写罗马书的这一段时，所想的是这两件事。保罗引用申命记三十章 

 十二节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然后他指出，这意思是“要领下基督来”，这是指基督的成为肉体，因为基督在祂 

 成为肉体时从诸天降下。不但如此，保罗说我们不该问：“谁要下到无底坑？”“下到无底坑”，意思是“要领基督从死人中上 

 来”，这是指基督的复活。下到无底坑，意思是死了并进入阴间。基督死了的时候，下到无底坑；在复活里，祂又从死人中，就是 

 从无底坑里被领上来。基督是经过成为肉体并复活的一位。所以，我们可说祂是“经过过程”的基督，成为肉体并复活的基督。九 

 至十五节，保罗说人心里信，就得着义。“就”，直译，以致。所以心里信的结果是得着义，而口里承认的结果是得救。我们若要 

 得称义，就是得着神的义，就必须信主耶稣。我们若要得救，就需要承认主耶稣，就是呼求祂。我们要得救，就需要呼求主的名。 

 然而，呼求祂的名不但是为着得救，也是我接受基督丰富的路。主对一切呼求祂的人是丰富的。我们呼求祂，就有分于并享受祂的 

 丰富。你要有分于并享受基督的丰富么？你若要，就不要静默；张开你的口，呼求祂。呼求主需要信入祂，信入祂需要听见祂，听 

 见祂需要有人传福音。福音若要被传扬，就必须有人奉神差遣。那些奉神差遣的人传福音，使人听见、信入、呼求主的名而得救。 

 我们信入主并呼求祂以后，也必须传扬祂。基督已在全地被传讲并听见。祂已被奉差遣的人传扬，被犹太人和外邦人听见。他们许 

 多人已经信而得着义，并且呼求而得救。在十六至二十一节，我们看见被接受或弃绝的基督。一面基督被外邦人接受了，但另一面 

 祂被以色列人弃绝了。 

 总结 
 在罗马书的各章里，陈明基督最多的是十章。在十章四节，基督称为“律法的总结”。全本新约没有另一章这样标明基督。因此， 

 罗马十章给我们看见基督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称：律法的总结。这位基督藉着从天降下而成为肉体，并藉着从无底坑上来而复活。那 

 作律法总结的基督经过了这过程，成了活的话。祂与我们相近，甚至就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在你口里”和“在你心里” 

 含示基督像空气一样。惟有空气能在我们口里，也在我们心里。复活的基督是活的话，就是那灵；祂就像我们所接受到里面的空气 

 ，气息。我们所需要作的，就是运用我们的口吸入祂，运用我们的心接受祂，并运用我们的灵保有祂。我们若这样作，就必藉着呼 

 求祂的名得救，并得着祂一切丰富的供应。我们也需要传讲祂。我们传讲祂，人听见祂，就有人会相信，也有人会弃绝。关于基督 

 给我们有分，罗马十章所陈明的是绝佳的描述和说明。我们不但必须心里信祂，也必须口里呼求祂。我们必须呼求祂，不但为着得 

 救，也为着享受祂的丰富。我们被作成器皿盛装祂；我们蒙拣选并豫定作祂的容器。这需要我们的合作，接受祂并把祂接进来。我 

 们要这样作，就需要从我们这人的深处敞开，并从我们灵里深处用口呼求祂。因此，九章有器皿；十章给我们路，使器皿被基督的 

 丰富充满。这是神拣选的经纶，是祂心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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