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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五月21日周六晚6-9点在会所有爱筵和福音聚会，请弟兄姊妹圣别时间并广邀福音朋友一起赴筵席，请大家尽量参加实体的聚集 (会开 

 放ZOOM给特殊的不能实体参加的信徒和远道的福音朋友), 请弟兄姊妹为主的福音广传坚定持续的祷告。 

 2.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今年夏天8月15日至19日汉密尔顿召会将恢复我们家长们一直期盼的一周儿童夏令营和亲子营，请有心愿 

 参加的父母尽早给孩子报名，报名表已经在微信群发出。如果您认识有小孩的家庭，也请麻烦转发给他们，邀请他们参加，感谢主， 

 求主祝福祂的召会和召会的下一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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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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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第十篇、活在基督身体里的三个大原则  补充本诗歌320轻诉  大本詩歌482首 神的应许不能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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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22  22  10  12 

 5/08/22  36  12  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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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https://www.stemofjesse.org/doku/doku.php/%E6%99%A8%E5%85%B4%E5%9C%A3%E8%A8%80:2021:2021.07.%E5%86%AC%E5%AD%A3%E8%AE%AD%E7%BB%83:%E7%AC%AC%E5%9B%9B%E5%91%A8
http://www.lightinnj.org/%E5%B1%9E%E7%81%B5%E4%B9%A6%E6%8A%A5/002%E9%80%A0%E5%B0%B1%E7%B1%BB%20%E7%9B%AE%E5%BD%95/2041%E5%8D%81%E4%BA%8C%E7%AF%AE/%E5%8D%81%E4%BA%8C%E7%AF%AE(%E7%AC%AC%E4%B8%80%E8%BE%91)/010%E7%AC%AC%E5%8D%81%E7%AF%87%E3%80%81%E6%B4%BB%E5%9C%A8%E5%9F%BA%E7%9D%A3%E8%BA%AB%E4%BD%93%E9%87%8C%E7%9A%84%E4%B8%89%E4%B8%AA%E5%A4%A7%E5%8E%9F%E5%88%99.htm
https://www.hymnal.net/cn/hymn/ts/320
https://www.hymnal.net/en/hymn/ch/482?g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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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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  一  撒上  四章 
 四章3节注  1 

 四章11节注  1 

 联于约柜的五个关键词是哪五个？ 
 相关的属灵意义是什么？ 

 撒母耳记第24篇 

 撒母耳记第27篇 

 录影训练 撒母耳记结 
 晶读经第四篇 

 5/17  二  撒上  五章  出二十五章10注  2 

 约柜怎样豫表基督？ 

 5/18  三  撒上  六章 
 出二十五章10注  1 

 出二十五章11注  1 
 约柜是用皂荚木包金作的，豫表什么？ 

 5/19  四  撒上  七章 

 七章3节  及  注  1 

 出二十五章17注  1 

 罗三章25节 
 来九章5节 

 约柜的平息盖 豫表什么？ 

 5/20  五  撒下  六章  六章2节注  1  从撒母耳记的记载说一说约柜经历的事件 

 5/21  六  撒下  七章 

 七章11-14节 
 12节注  1 

 13节注  1  从约柜经历的事件比较看召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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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9&f_ChapterNo=4&f_VerseNo=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9_4_3_0_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9_4_11_0_1
https://simplified.lsmchinese.org/lifestudy/ot/sam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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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w7g2jFt3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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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9&f_ChapterNo=5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2_25_10_0_2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9&f_ChapterNo=6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2_25_10_0_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2_25_11_0_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9&f_ChapterNo=7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9&f_ChapterNo=7&f_VerseNo=3#3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9_7_3_0_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2_25_17_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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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10&f_ChapterNo=7&f_VerseNo=11#1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10_7_12_0_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10_7_13_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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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   第四篇   【约柜和帐幕的历史】 

 约柜和帐幕的历史预表召会历史，充分描绘出召会从起头到如今的过程和光景。我们可能从未想到，撒母耳记里竟隐藏着这 

 样一个结晶，给我们看见召会历史。 

 本篇信息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与约柜有关。我们必须看见什么是约柜。为此，我们需要牢记五个钥辞：中心、内容、木、 

 金和盖。中心和内容是一对，木和金是另一对。木和金是指着约柜的材质。木是皂荚木，表征基督标准崇高的人性；金则表 

 征基督的神性。最后一个钥辞是盖。第二部分是关于历史非常重要的启示，也有五个点，或说五个方面、五种位置、五个阶 

 段或五种光景。我们要记住这两组各五个点。 

 我们要进入基督身体的实际，就必须看见约柜的内在意义。约柜预表基督是三一神与祂的子民同在，为着完成祂的经纶，在 

 地上建立祂的国度。约柜前行，耶和华就行动。在民数记十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 

 华啊，求你兴起……。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因此，以色列人将约柜视为神 

 的同在。约柜预表基督；当基督成为肉体，支搭帐幕在人类中间时，人要找神，就要来找基督。人必须找到基督，才能找到 

 神。在马太一章二十三节，人称祂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约柜预表基督是三一神 

 与祂的子民同在。 

 约柜是帐幕的中心和内容，表征基督是召会的中心和内容；在帐幕的异象里，头一项提到的是约柜，这指明基督在召会中居 

 于首位。这里有头两个钥辞：中心和内容。在神赐给摩西关于帐幕的异象里，头一项提到的是约柜（出二五10）。这给我们 

 看见，基督当在召会中居首位。 

 约柜包含律法的版，律法是神的见证，神所是的彰显和启示（出二五16，三一18）。在约柜里有两块版，是神律法见证的 

 版。律法被称为见证。律法告诉我们神的所是；律法就是基督的预表，而基督就是神的说明、描述和解释。人要认识神，只 

 要看看基督就能认识神。而帐幕最终被称为见证的帐幕（三八21），所以人要认识神，只要来到帐幕所预表的召会这里，就 

 能看见神。只有基督该是我们的中心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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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圣所里的约柜表征基督是神居所—召会（弗二21~22）的中心，也是召会作为神的家（提前三15~16，参撒上四22，启三20 

 ）的内容。帐幕立起来时，约柜并不是在位置上的正中心，但却是帐幕最内里的部分。在至圣所里，只有一项器物，就是那 

 小小的约柜；真是简单。这幅图画表征，在召会里必须只有一项—基督。召会需要有正确的立场，这是召会外在的先决条 

 件。 

 约柜是用皂荚木包金作的，表征是灵的基督作神的具体化身并作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神与人的建造），住在我们的灵里，使 

 我们接触神并享受神。皂荚木表征基督的人性，品质坚刚，标准崇高，乃是彰显神的基本实质。 

 皂荚木里外都包金，表征神圣的性情渗进属人的性情里，并托在属人的性情上，好借着属人的性情得着彰显。约柜的平息盖 

 表征基督是神和祂的赎民相会的地方（出二五17~22）。基督是神人相会的地方；在那里，神要与人相会，与人说话。 

 基督是那位成就平息的（来二17），平息了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借着祂自己作平息的祭物（约壹二2，四10）满足了神的 

 要求，借此使我们与神和好。基督也是那有神性照耀和人性救赎的平息盖，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享受平息的地方，以及我们能 

 与公义、圣别、荣耀的神相会并交通，以接受祂作恩典的地方（罗三25，来四16）。基督是那位成就平息的，是平息的祭物 

 ，也是平息盖，就是平息发生的地方。 

 约柜和帐幕的历史，描绘神心头的愿望、召会的荒凉以及召会的恢复，好作神的见证，神的彰显（9~10，二六26~30，四十 

 38）。这段历史不只是个故事，乃是描绘出整个召会的历史。 

 当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争战时，以色列的长老迷信约柜会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就将约柜从示罗接到营中（撒上四3~5）。 

 至终，这场战争的结果乃是以色列人被击败，被杀的人甚多（10）；神的约柜非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被掳去（11）。五章 

 记载，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掳去后，就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1~2）。这大衮乃是非利士人的偶像，因 

 此耶和华重重地对付他们，以保护祂的约柜。非利士人受神击打后，知道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他们这里，于是辗转将约 

 柜送回去（7~12）。至终，耶和华的约柜被抬到亚比拿达的家中，停在那里有二十年之久（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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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期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约柜和帐幕联在一起。大卫虽有心想要把约柜带回来，然而他却将约柜转运到迦特人俄别 

 以东的家中，约柜就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撒下六9~11）。之后大卫又把约柜带进自己为约柜所搭的帐棚里（17）。这虽然 

 很接近原初的光景，但还不完全是照着神所要的，因为神心头的愿望乃是约柜在帐幕里。 

 到所罗门作王时，神的会幕在基遍的邱坛，而约柜还在大卫所支搭的帐幕里，二者是分开的（代下一3~4）。所罗门上到耶 

 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在坛上献一千燔祭牲。当夜，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当赐给你什么？你可以求。”于是所罗门 

 向神求智慧和知识（6~12）。之后，他从基遍的邱坛，从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也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13， 

 三1）。建造神殿的一切工完成以后，他便将以色列的长老们和各支派的首领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约柜从大卫城运上来。 

 当约柜被放到圣殿的至圣所里时，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殿（五2~14）。 

 约柜是帐幕的中心和内容，表征基督是召会的中心和内容，而召会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家，作神团体的彰显。 

 约柜和帐幕的历史预表召会的历史，完全描绘出召会从开始到如今的过程和光景；这历史主要的有五方面。 

 第一种光景是召会中有基督；这是由约柜在帐幕里所预表，以约柜为内容，而帐幕是约柜的彰显；这是召会第一个时期的图 

 画，在绝对正常的光景里—基督是召会的内容，召会是基督的彰显（出四十34~38，弗三16~21）。 

 第二种光景是召会中没有基督；这是由因着神百姓的失败，约柜被掳并与帐幕分开所预表；帐幕成为空的，描绘基督徒的失 

 败，使召会失去基督的实际和同在（启二4~5，三20）。在启示录二、三章，主对七个召会说话。这七个召会的光景，预言 

 性的描绘从起初直到如今的召会历史。这两章圣经开始于主对以弗所召会的说话，其中有一个圣别的警告，吩咐他们不要失 

 去起初的爱（二4）；并结束于另一个圣别的警告：主对老底嘉召会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三20）主要我们给祂开门，让祂进来。主盼望把我们带回到祂面前。我们借着祂的血，就能再回到 

 平息盖上；祂能在那里，与我们相会，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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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光景是有基督却没有召会；这是由没有帐幕的约柜所预表；首先在基列耶琳的亚比拿达家中二十年（撒上七1~2）， 

 后来在迦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撒下六10~12），约柜与帐幕分开；召会历史启示，从第二世纪到现在，有过许多俄 

 别以东。 

 第四种光景是基督同着不合式的召会；大卫在耶路撒冷为约柜预备了一个帐棚，但不是照着神启示给摩西的样式；许多基督 

 徒有约柜—基督—同着不合式的召会（17，代上十五1，代下一4，出二五9）。 

 第五种光景是基督同着正确的召会；这是由约柜同着已扩大又扩增为殿的正确帐幕所预表；乃是在这样的光景里，就是有基 

 督作实际，同着彰显祂的正确召会，我们感觉到完全在家了。 

 我们都要看见召会历史里这五种光景。首先，约柜在帐幕里，这种情形是完全正确的；第二，帐幕失去约柜，变得完全空虚 

 ；第三，约柜恢复到神子民的家中，虽然好但不正常；第四，约柜进到大卫的帐棚里，只能算一半满意；第五，约柜被带到 

 殿里，表征召会有基督作实际，成为彰显祂的正确召会，使祂得着扩大和扩增。在末后的时代，主要在祂恢复的召会生活里 

 得着正确的见证。愿祂得着我们与祂有上好的合作，使祂能在这个时代完成祂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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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