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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6月18日周六西温沙区的圣徒们，也邀请了另外两个区的弟兄姊妹，在Monroe的Thompson公园有一次相调。圣徒们藉相调的机会彼此 

 交流，同时享受神所创造的万有。大自然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我心我灵立即兴起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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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lia (大力女儿）将要参加FTTA全时间训练，求主祝福这次机会，让姊妹更多被主得着并尽更大的功用。 

 4.  Sean弟兄一家6月28日来普林斯顿大学参观校园，另外有至少四位大学毕业生要来普林斯顿大学（Jerry, Joy, Louling, Sean)学习。求主为 

 福音和成全圣徒兴起服事者和家中牧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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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篇  第三篇、闲话漏掉生命  敬拜父-祂的伟大  补充本诗歌305 主耶稣-你美丽夺了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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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2  67  11  22  45  30  7  9  14 

 6/12/22  82  7  17  23  35  34  12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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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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B9%9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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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8C%E8%BE%91)/003%E7%AC%AC%E4%B8%89%E7%AF%87%E3%80%81%E9%97%B2%E8%AF%9D%E6%BC%8F%E6%8E%89%E7%94%9F%E5%91%BD.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II9GzM3j4&t=7s
https://www.hymnal.net/cn/hymn/ts/3058fghScL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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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母耳记结晶读经指引】 

 日期  星期 
 书名 

 章节 

 重点经节 

 和注解/串珠 
 小主题/思考问题  生命读经 

 6/20  一  撒下七：12~14  撒下七1  2注1  基督的人性，祂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苗 

 录影训练 撒母耳 

 记结晶读经第九篇 

 6/21  二  启示录二十二：16 
 启示录二十二16 

 注4  基督的神性，祂是主，作大卫的根 

 6/22  三  诗篇二：7 
 徒十三33 

 罗八29  神的独生子在复活里以大能被标出为神的长子 

 6/23  四  太十三：3-8 
 罗十二：2 

 林后三：18  马太十三章撒种者的比喻 

 6/24  五  弗三：16-21  弗三：16-  17  要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 

 6/25  六 

 弗二：21-22 

 弗四：16 

 西二：19 

 弗三：19注2  基督建造召会作祂的身体是藉着将祂自己作到我 

 们里面。我们如何经历内住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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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10_7_12_0_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qGF-dGbk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qGF-dGbkI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66&f_ChapterNo=22&f_VerseNo=16#16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66_22_16_0_4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66_22_16_0_4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19&f_ChapterNo=2&f_VerseNo=7#7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4&f_ChapterNo=13&f_VerseNo=33#33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5&f_ChapterNo=8&f_VerseNo=29#29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0&f_ChapterNo=13&f_VerseNo=3#3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5&f_ChapterNo=12&f_VerseNo=2#2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7&f_ChapterNo=3&f_VerseNo=18#18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9&f_ChapterNo=3&f_VerseNo=16#16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9&f_ChapterNo=3&f_VerseNo=16#16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9&f_ChapterNo=2&f_VerseNo=21#21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9&f_ChapterNo=4&f_VerseNo=16#16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51&f_ChapterNo=2&f_VerseNo=19#19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FunShow011.php?B=49_3_19_2_2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610期】 主后2022年06月20日-2022年06月26日 

 第九周：召会作基督身体之生机的建造，乃是借着属灵新陈代谢的过程， 
 照着信徒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 

 本篇信息要给我们看见，如何应用撒下7章12至14节这段话所给我们的美妙启示。在已过两千年来，基督徒对于建造召会这件事 
 ，有相当多的误解或误会。基督徒若不是忽视召会的建造，就是误解这件事的意义。真正并正确地建造召会，不是凭借任何人为 
 的安排或活动。建造召会完全关乎这位基督。祂神圣却属人，是人又是神。祂在祂的神性里，借着成为肉体作了一个在人性里的 
 人，并借着祂的死与复活，将这人性带进神性里。这个过程事实上牵涉到一个构成的过程。祂借着成为人，神性就被构成到人性 
 里；又借着死与复活，使祂在人性里成为神，就把人性建造到神性里。基督穿上人性在地上生活三十三年半，在祂的死与复活里 
 并没有脱下人性；祂乃是在复活里拔高了人性，并且把人性带进神性里。这样祂就成为神的长子；这也含示，在祂之后还有许多 
 像祂一样的众弟兄，他们也是既神圣又属人，既属人又神圣。他们是神的众子，构成神的家、召会、基督的身体。 

 壹 撒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上半乃是借着预表揭示一个预言，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神将基督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使 
 我们全人被基督重新构成。 

 在马太16章18节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她。主的话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 
 ，有能力，甚至得许可来建造召会。只有基督能建造召会。 所以，即使基督徒工人能传福音、得新人、将人作成建造的材料，但 
 事实上材料并不是这些人，乃是被供应到这些人里面的基督。唯有基督自己够资格、有能力并且被神接受，能建造召会作基督生 
 机的身体。建造基督身体的过程，关乎基督被建造到我们内在的构成里，也关乎我们整个人被基督重新构成。 

 以弗所3章16至17节是新约里说到神的建造非常关键的一段话。神的经纶就是神永远的计划，祂的oikonomia，奥依克诺米亚，也 
 就是祂的家庭行政；这说出神渴望得着祂的家。神的经纶乃是神借着将祂自己和祂一切所是、所有的，分赐到祂的选民里面，使 
 他们以祂为生命、为一切，好使他们与祂是一，并使祂与他们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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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这辞含示建构，把不同的元素带在一起，建构成一个实体。因此，神不仅仅要运行，将祂自己分赐到人里面，更要在人里 
 面作建造的工作。神是神圣的，人是属人的；神在人里面所作建造的工作，是将祂神圣的元素分授到人里面，作到人的元素里， 
 而把这两个元素—神圣的神性和属人的人性—带在一起，建构在一起。 

 17节上半说，“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这启示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不只是来拜访我们，打个招呼就走了，祂乃是要安 
 家，安顿下来。 “安家”这辞，含示基督正在作建造的工作。祂正在有所建造，祂正将祂自己的住处建造在我们里面。那住处就是 
 祂的住处，也是我们的住处。 

 保罗在加拉4章19节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保罗似乎是告诉我们，基督不只要为我们作一点 
 事，在我们身外帮助我们，给我们一点好处；祂乃是要进到我们里面，并且要在我们里面成形。胎儿在母腹中生长，并成形为一 
 个完整的个体，需要九个月；同样的，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也需要时间。我们需让祂逐渐构成到我们里面。基督要把祂自己建造 
 到我们里面，也要把我们建造到祂里面。 

 贰 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启示，三一神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以祂自己作元素，并以一些出于我们的东西作材料，来作 
 建造的工作；这可由马太十三章撒种者的比喻得着例证。 

 以弗所3章16至21节这段经文表面看是帮助圣徒属灵、生命长大、享受并经历主，但其负担和背景乃是关乎神建造的工作。这段 
 经文给我们看见三一神在运行，进到信徒里面作建造的工作。这个建造是用三一神自己作元素，并用出于人的元素作材料。因此 
 这里有两个元素，一个是神圣的，一个是属人的，这可由马太13章撒种者的比喻得着例证。在这比喻里，主耶稣来作撒种者。一 
 面来说，祂所撒的这些种子是神的话；另一面来说，这种子就是祂自己作生命。这种子乃是撒在人心的土壤里。 

 当我们看到一棵植物从种子发芽到长出土壤表面，会以为那个生长只有种子本身的因素，这并不完全正确。种子一撒到土壤里， 
 土壤中一些特别的元素、养分，会供应种子，使种子外壳裂开，叫生命的嫩芽发出来。所以，种子的生长就是种子加上土壤所产 
 生的结果。 

 创世记2章7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魂。”吹到土造之人里的是生命之气 
 ，成了在人里面的灵。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在希伯来文里，这里的“灵”与创世记2章7节的“气”同字。因此， 
 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从神而来并被吹到人里面的东西。这不是神的生命，乃是从神而来并被分授到人里面的生命之气，成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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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610期】 主后2022年06月20日-2022年06月26日 

 的灵，并且使人成了活的魂。而人的心是由魂的所有部分和灵的良心部分所构成。因此人的心与人的灵都与耶和华神的气有关， 
 因此在人里面的灵和心能与神相合。要栽种植物，必须有某种土壤与它相合，否则植物就长不好。同样，神这种子现今已种植在 
 人的心并人的灵里，其中有养分与神相合，使神的种子能发芽、长大并有所出产。照着神的创造，有一些养分是被创造在人里面 
 ，预备接受神圣的种子，好让种子在人里面得以长大。 

 我们在生命里长大的速度，不在于神圣的种子，乃在于我们供应这种子多少的养分；我们供应的养分越多，种子就长得越快，并 
 且越茂盛。诗篇78篇8节说，“不至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他们的灵向着神不忠信。”人的灵和心是人里面紧 
 要的部分，因为能提供必要的养分，让神圣的种子长大。如果植物长不好，不要怪种子差，要看看土壤—我们人的心和灵─是否 
 提供种子必要的养分。在8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是“居心不正之辈，他们的灵向着神不忠信”。因为他们的灵和心里有障碍，所以 
 他们悖逆，神在他们中间走不通。主在马太5章说到国度的宪法，首先提到的是灵里贫穷。 3节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 
 诸天的国是他们的。”8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主要摸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心。我们内里的各部分该提供必 
 要的养分供应种子，让种子能生长。 3节里的“贫穷”不是指贫困或低下，而是指倒空。我们的灵如果不倒空，被许多事物霸占， 
 并且我们的心如果不清，受许多事物打岔，就无法提供必要的养分给种子，种子就无法生长。 

 我们若留在魂里，留在天然的人里，就没有任何养分为着神圣种子的长大；但我们若得着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并且注意我们的灵 
 ，操练我们的灵，就能够供应养分，基督就能安家在我们心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我们需要比已往更厉害操练我们的灵。 
 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使我们的灵窒息，要消灭、除去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我们实在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像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的 
 祷告一样：“愿祂……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16）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 

 我们若要主这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作我们完满的享受，我们就必须向主完全敞开，并与主合作，彻底地对付我们的心。 
 主在马太13章撒种的比喻里说，“那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又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 
 既不深，立刻发苗；等日头一出来，就晒焦了，又因没有根，便枯干了。还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但有 
 的落在好土里，就结果实，有的一百倍，有的六十倍，有的三十倍。”（3~8）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心，留意这四方面，确定我们 
 的心不是向主刚硬，没有许多隐藏的罪和欲望，并免于今生的思虑和忧愁。我们需要把土壤里的石头挖出来，使我们的心成为好 
 土，让种子能在我们里面长大。 

 一面，神用祂自己作元素加强我们；另一面，我们提供养分；借着这二者，神在基督里就在我们的全人里完成祂内在的建造，就 
 是建造祂的家。神的建造是由这二者得以完成。每当我们来聚会，神就向我们说话，供应我们。每当我们读祂的话，祂也滋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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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并忠信地把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问题不在神那一面，而是当我们听了神的话，得着滋养后，我们心的情形如何？我们灵 
 的光景如何？是否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更深入，有通达的路，能自由通过我们内里所有的部分—心思、情感和意志？神圣的元素 
 没有问题，问题总在于人性这一面的缺欠。我们若不提供足够必要的营养，与神圣的元素调和、合作，就影响神的建造。 

 我们必须看见，建造召会不是物质或外在的事，乃完全在生命里，凭着生命，并且全然是生机、内在的事；这是个新陈代谢的过 
 程。我们要看见基督是起初的那一粒麦粒，我们是许多子粒，祂的生命必须释放出来，分赐到我们里面，才能在我们里面产生大 
 量复制。不仅如此，我们里面得着这生命之后，还需要经过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不断得着新元素，排除旧元素，才能在生命里 
 长大。 

 基督身体的建造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圣经里称作“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建造。所以，我们必须有好的属灵消化 
 和吸收。主用祂自己作食物，作营养，忠信地供应我们。每当我们来聚会，借着祂的说话，我们有所得着；我们读主的话，向祂 
 祷告，也从祂有所得着。但是当我们从主有所得着后，有没有合式地消化并吸收祂给我们的供应？ 

 为使神的建造得以进行，我们需要接受、消化并吸收那生机的、是灵的基督，祂是赐生命的灵，作我们属灵的食物、饮料和气 
 息。当我们借着吃基督、喝基督、呼吸基督而享受基督，我们里面就有新陈代谢的过程进行，就是属灵的消化和新陈代谢的作用 
 ，基督就构成到我们里面；这内里新陈代谢的作用就是变化，变化就是建造。 

 叁 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二十一节，保罗为信徒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祷告，好使召会作基督的身体得以生机地建造起来。 

 保罗祷告以弗所3章16至21节的祷告时，乃是整个基督身体的代表。这不只是保罗的祷告，也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祷告。我们每 
 天都需要祷告这一段祷告，这会使我们不一样。保罗借着祷告，成为操作的人。以弗所3章里的运行不是由神发起，乃是由保罗 
 发起。虽然是神在运行，却是保罗启动。圣徒们，我们若要在内里经历内住的基督，就需要天天祷告这一段祷告。保罗是操作的 
 人，代表我们所有的人祷告。父、子、灵是这宇宙“机器”的三个“零件”，而基督的身体乃是操作者；当我们作为操作者有这祷告时 
 ，父就借着祂的灵作管道而作工，将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子这目标、这标的，能安家在我们心的各部分里。 
 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最终的目标是召会的建造。 

 然而，在基督能在我们心里安家之前，我们的灵需要先得加强。 “安家”这个辞，在原文只是一个字 katoikeo，卡托依奇欧；这字 
 的基本意思是在住所里安顿下来，安排住处；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很容易，但要在我们里面安家，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若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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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让祂安家，祂会在我们里面安顿下来，使我们生根立基。当祂不仅在我们里面，更安家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容易受人事物的 
 动摇，或被连根拔起。基督必须深深“向下”扎根到我们里面，进到我们的所是里。当基督深深地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为着神 
 的耕地，在爱里生根，并为着神的建筑，在爱里立基。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不可度量 
 的基督，祂的量度就是宇宙的量度。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我们被充满，成为三一神一切的 
 丰满，作祂团体的彰显，使祂得着荣耀。 

 基督越多占有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就越能在身体里与别人建造在一起。当基督在我们里面安家，我们就不会与任何弟兄姊妹出问 
 题；我们会成为能与人建造、相调的肢体。许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偏好，喜欢或不喜欢与某位圣徒在一起。这就指明我们里面有 
 些部分缺少基督，基督还没有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我们若给基督自由的通道，进入我们里面所有的部分，我们就不会与任 
 何人出问题。不论我们在哪里，都没有问题。我们会成为能与人建造、相调的肢体。当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就被充满，成 
 为神一切的丰满；这丰满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作三一神团体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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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