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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的晨兴圣言已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结晶读经的追求。求主带领，让我们一起进入祂的话语和启示里。 

 2.  经弟兄们交通，决定全召会于5月1日全面恢复在会所的实体主日聚会。 

 3.  There was a regional conference with Brother Ed Marks on April 23-24. May Lord use this opportunity for the release of His Word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hurches. 

 4.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牵动了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根据最近的报道在整个乌克兰，大约有50个教会和1000多位圣徒, 圣徒们在目前的 

 冲突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为他们的安全和平安的撤离祷告，他们与我们同为肢体， 

 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也一同受苦。  弟兄姊妹们有负担想为乌克兰圣徒的需求提供捐助的可以在给会所的奉献单上标明  专项为"乌克兰"。 

 5.  关于本召会财务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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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篮  诗歌一  诗歌二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  第八篇 神保守的能力  大本诗歌130赞美主  大本詩歌154首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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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22  77  3  0  17  32  25  30  9  10  11 

 5/01/22  110  9  14  15  15  23  34  18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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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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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一  撒上  一章01-10  撒上1:1  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乃是，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 
 合作——成为肉体的原则 

 5/3  二  撒上  一章11-20  撒上1:11  绝对为着成全神愿望的拿细耳人 

 5/4  三  撒上  一章21-28  撒上1:28  神需要有人自愿将自己借给祂 

 5/5  四  撒上  二章01-11  撒上2:11  借着奉献、分别、并借与神而成为祭司 

 5/6  五  撒上  二章12-26  撒上2:12-26  看到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 

 5/7  六  撒上  二章27-36  撒上2:35  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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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   第二篇   【哈拿的職事】 

 壹 我們必須領悟什麼是主的恢復；主的恢復是要建造錫安，錫安預表得勝者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要終極完成聖城新耶路撒冷 

 錫安，大衛王的城（撒下五7），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就是那作神在地上居所的殿建造的所在。在舊約裏，有一座耶路撒冷城 
 ，以錫安爲中心；按預表，召會生活就是今日的耶路撒冷；在召會生活裏必須有一班得勝者，就是得成全併成熟的神人，這些得 
 勝者乃是今日的錫安。這是主把我們帶到祂恢復裏的原因。我們不要只作個旁觀者。主把我們帶進祂的恢復，因爲祂要產生得勝 
 者，祂要得着得勝者所組成的新婦。錫安表徵得勝者。 

 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祝福、建立，都是從錫安得着。得勝者作爲錫安，乃是基督身體的實際，並且終極完成衆地方召會中身 
 體的建造，帶進永世裏終極完成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作神居所的終極至聖所；在新天新地裏，整個新耶路撒冷將成爲錫安， 
 所有的信徒都是得勝者。錫安是得勝者。在千年國的時候，錫安就是組成新婦的得勝者。但是到新天新地時，整個新耶路撒冷將 
 成爲錫安；換句話說，當千年國過去，在永世裏，信入主耶穌基督的人都要成爲得勝者，成爲羔羊之妻的一部分。 

 在千年國，得勝者要作爲新婦，之後在永世裏，神所有的兒女要成爲妻子。整個新耶路撒冷將成爲錫安，所有的信徒都是得勝者 
 ，如啓示錄二十一章七節所說，“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爲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得勝者勝過不信。“信”就是信入主 
 耶穌，得着祂救贖的功效，得着祂生機救恩所有的過程，成爲基督妻子的一部分；這是一件大事。我們在主的恢復裏是要建造錫 
 安，並且要成爲錫安。主要先得着祂的新婦，才能得着祂的妻子；主要先得着錫安，才能得着整個新耶路撒冷。 

 在啓示錄這卷書裏，主所要的，主所要建造的，乃是錫安，就是得勝者；這是神聖言中屬靈啓示的內在實際；我們的確需要拼上 
 去，不惜代價地禱告，像使徒保羅那樣付代價。以弗所六章十七節說，我們要藉着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那靈，那靈就是神的 
 話。 

 我們答應主在這時代得勝者的呼召，是要使我們成爲有活力的；有活力就是與我們活而滿了活動的神是一，成爲活而滿了活動的 
 ；神在地上爲着成就祂永遠經綸而有的行動，最終乃是藉着得勝者。提前三章十五節說到，召會是活神的家。聖經有一卷書稱作 
 使徒行傳。事實上，這不只是使徒的行傳，更是活動之神的行傳。神是藉着使徒來行動。他們的所是被活動之神充滿，神在他們 
 裏面運行並借他們流出。神在地上爲着成就祂永遠經綸而有的行動，最終乃是藉着得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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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達到神永遠經綸的高峯，就是基督身體的實際，除了禱告以外，別無他路；我們成爲得勝者，作基督身體的實際，成爲基督的 
 新婦，要結束這時代，就是召會時代，且要把基督這榮耀的王帶回來，使祂在國度時代同着祂的得勝者取得、據有、並治理這地 
 （啓十九7~9，二十4~6，詩二四7~ 10）。衆地方召會在這地上都要作禱告的殿。我們是活神的家，我們也要作禱告的殿。 

 貳 撒母耳記上在預表上給我們看見君王基督（由大衛所預表）和祂的國被帶進來 

 在以利之下的老舊亞倫祭司體系變得陳腐、衰微（二12~29），神渴望有一個新的起頭，以完成祂永遠的經綸。我們必須禱告， 
 求主使我們永遠不要變得陳腐。我們必須新鮮、滿有活力，且滿有主的同在。不要變成陳腐的人，不要變得衰微。 

 撒上二章說到以利兩個兒子作了許多惡事，他們的罪在耶和華面前甚大。以利雖然對他們說話，但沒有說得很重。二十五節下半 
 說，“他們還是不聽父親的話，因爲耶和華想要殺他們。”這事太可怕了，以致有神人來見以利說，“你爲何尊重你的兒子過於尊重 
 我……？”（29）我們不該尊重任何人過於主，我們該將主看作第一、至高的。 

 今天我們需要仰望主給我們新的東西，一個新的復興，能將這時代從處於撒但之混亂當中的召會時代，轉到君王和祂千年國的時 
 代。這就是新的復興，這是在地上前所未見的復興。 

 爲着撒母耳的出生，神在幕後發起了一些事情；一面，祂使哈拿不能生育；另一面，祂預備毗尼拿激動哈拿，“因耶和華使哈拿不 
 能生育，就極力激動她，要惹她生氣”（撒上一5~6）；年年都是如此；哈拿上到耶和華殿的時候，毗尼拿總是這樣激動她，以致 
 她哭泣不吃飯（7）。 

 這迫使哈拿禱告，求主給她一個男孩子；哈拿在禱告中向神許願，這不是哈拿發起的，乃是神發起的；神喜悅哈拿的禱告和她的 
 承諾，就使她生育（10~11、20）；哈拿懷孕，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撒母耳（意，“蒙神垂聽”或“從神求得”）。有些事臨到 
 我們，迫使我們禱告，禱告成爲我們唯一得救之路。 

 神能推動哈拿這在生命線上與祂是一的人；這條生命線是要產生基督，給神的子民享受，使神能在地上得着祂的國，就是召會， 
 作基督的身體（太十六18~19，羅十四17~18，弗一22~23），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機體；只要神能得着這樣一個在生命線上與祂 
 是一的人，祂在地上就有路（撒上一1~二11、18~21、26）。 

 撒母耳的起源事實上不是任何人，神纔是他真正的起源；乃是神用祂主宰的權柄，在隱密中推動祂的百姓；哈拿的禱告乃是迴應 
 並說出神的心願，是人與神行動的合作，爲要完成神永遠的經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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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拿的禱告指明，神的行動和祂對哈拿禱告的答應，乃是要產生一個絕對爲着成全神願望的拿細耳人，就是得勝者（一10~20 
 ）。 

 叄 撒母耳記上代表一種帶進君王和祂國度的職事；我們可稱之爲“哈拿的職事” 

 毗尼拿和哈拿代表兩個基本上不同的原則和兩個基本上不同的職事（一2、4、7）；哈拿的職事只是要帶進君王，不是要有許多 
 兒女；毗尼拿的職事乃是要得着許多兒女，許多結果；毗尼拿和她的兒女代表神大部分的子民，但沒有一個與轉移時代，把基督 
 這榮耀的王帶回來有關（詩二四1~3、7~10）。毗尼拿的職事就是要結果，哈拿的職事則是要帶進君王及國度。我們該爲召會的 
 繁增禱告，但我們主要的負擔乃是帶進君王連同國度。 

 哈拿的路不是容易的路，並且因着毗尼拿的比較和嘲笑，就變得更難了；那些想作哈拿的人必須預備好自己，他們要受逼迫和藐 
 視，他們要哭泣並禁食。我們都必須承認，我們所走的路並不容易，甚至我們的家人也可能起來反對我們。我們也可能受人嘲 
 笑。我們這些想作哈拿的人必須預備好自己，要受逼迫和藐視，要哭泣並禁食。 

 這不是我們能救多少人的問題，乃是神要得着祂一班得勝者的問題；神要得着一班能禱告並帶進國度—以基督爲王，祂的得勝者 
 與祂一同作王—的人。哈拿的禱告是撒母耳出生的憑藉，是國度產生的憑藉。她的禱告產生了一個得勝的拿細耳人，直接帶進神 
 的國度。若沒有撒母耳，就沒有大衛王，而撒母耳是出於哈拿的禱告。撒母耳年老的時候，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爲他們立王。他 
 們不要神作他們的王。然而撒母耳提醒以色列人，他們的要求並不好，因爲最後這王必惡待百姓（撒上八5~17）。但這些卻是必 
 需的。因爲若沒有撒母耳立掃羅作王，大衛也無法產生。當大衛擊敗歌利亞回來後，以色列的婦女們歌唱：“掃羅殺死千千，大衛 
 殺死萬萬。”（十八7）掃羅就妒忌大衛，說，“除了王位以外，還有什麼沒有給他？”（8）至終，大衛作了以色列的王。在屬靈的 
 範圍裏，妒忌是不該有的。我們不該因着主大大使用其他弟兄姊妹，就妒忌他們。 

 神最重要的時代行動見於啓示錄十二章的男孩子，這男孩子由基督作領頭的得勝者，以及我們作跟隨的得勝者所組成；因着神要 
 結束這時代並帶進君王和祂國度的時代，祂需要得勝、團體的男孩子作祂時代的憑藉。哈拿的禱告的確帶進君王和國度。 

 男孩子被提，結束了召會時代，並帶進國度時代；男孩子被提之後，“天上有大聲音說，我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祂基督的 
 權柄，現在都來到了。”（10）十二章裏宇宙光明的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5上），就是這婦人較剛強的部分；這就是男孩子的原 
 則。男孩子是得勝者，他的出生是藉着神全體的子民。二節說，“她懷了孕，忍受產難，疼痛要生，就呼叫。”呼叫，意思就是禱 
 告。這婦人忍受產難，疼痛要生，表徵歷代神的子民一直忍受生產之苦，以產生男孩子。最終這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這男孩子 
 被提到神和祂的寶座那裏去了（5下）。這裏的生表徵復活，男孩子被提表徵得勝者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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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哈拿的經歷表明，我們需要在愁苦時在主面前傾心吐意 

 在出埃及十五章，以色列人來到瑪拉的苦水那裏；百姓向摩西發怨言，他“呼求耶和華，耶和華指示他一棵樹。他把樹丟在水裏， 
 水就變甜了”（22~25）。我們可以將撒上一章裏“愁苦”這個辭，聯於出埃及十五章以色列人在“瑪拉”的經歷。在出埃及十五章說 
 到“瑪拉”的那段經文裏所發生的事，在我們的基督徒生活中也會一再發生。 

 主指示摩西的樹表徵生命樹；啓示錄二章七節說到“生命樹”；這裏的“樹”，原文與彼前二章二十四節的“木頭”同字。彼前二章二十 
 四節說，“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裏，親自擔當了我們的罪。”這裏的木頭就是十字架，原文與啓示錄二章七節生命樹的“樹”同 
 字。在“聖經中關於生命的重要啓示”一書中，也說到“瑪拉”的事。以色列人在曠野裏走了三天，到了有水的地方，可是那裏的水 
 苦。耶和華指示摩西一棵樹。他把樹丟在水裏，水就變甜了。三表徵復活，因此這裏的樹表徵復活的基督（參三四至三五頁）。 
 但出埃及記生命讀經指出，彼前二章二十四節的木頭表徵十字架，因此是指釘十字架的基督（參四〇九頁）。所以在“聖經中關於 
 生命的重要啓示”一書中，我們看見復活的基督；在出埃及記生命讀經裏，我們看見釘十字架的基督。而啓示錄二章七節第六注， 
 將這兩面放在一起，說到“這位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是生命樹”。 

 當我們在禱告中呼求主時，祂就指示我們釘十字架並復活的基督是生命樹的異象；我們藉着在主面前傾心吐意的禱告，就將這樹 
 丟入我們裏面的苦水中，這些苦水就變成主同在的甜水。 

 我們都要有這種神聖奧祕的基督徒習慣。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該是我們始終如一的操練。詩篇六十二篇八節說，“百姓啊，你 
 們當時時信靠祂，在祂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細拉〕”這是個命令，你沒有選擇。你是個信徒，就要在祂面前傾心 
 吐意。這不在於你的感覺如何。你禱告和神接觸時，要說出心頭的真話。 

 每當我們在愁苦的環境並且全人愁苦時，需要向主傾倒我們的魂同我們的心，對祂是真實、誠實的；這樣的禱告會產生帶進君王 
 和國度的得勝者。 

 我們來到“苦水”時，必須領悟，神有主宰的權柄，在隱密中推動我們迫切的禱告，不僅爲着我們內裏得醫治（出十五26），更爲 
 着產生得勝的拿細耳人，他們將與祂合作，帶進君王和祂的國，那時神的名在全地將成爲尊大（詩八1），並且世上的國要“成了 
 我主和祂基督的國，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啓十一15）。阿利路亞！（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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