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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初信成全训练：为了帮助及加强初信的圣徒和福音朋友对基督信仰基要有正确的认识，召会举办从7/10开始为期12周的初信成全训练 

 ，时间主日11点至12点，线上线下同步，有兴趣的圣徒和福音朋友请报名参加，也鼓励牧养的圣徒也陪伴一起参加。报名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nfXPDgkNOBu1UOQ8l4DLNJ-lCAyr7f2M8ZzP4HLM9kKly0A/viewform?us 

 p=pp_url  负责弟兄：张德新和孙火生 

 2.  中学生暑期真理成全训练在KPCC：高中生 8/1-8/7； 初中生8/8-8/12； 报名已经开始，截至7/18。盼望父母们抓紧尽早报名，以便服事 

 者安排。报名链接：  https://pursuewiththose.or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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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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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决定7/30晚上6点在会 

 所有简单的欢送晚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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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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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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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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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篇  第五篇、主的服事 
 补充本441羡慕看见并经历  大本 

 诗歌22 
 我神我愛我的永分 詩歌第441首(新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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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2  31  35  32  8  11  13 

 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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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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一  撒上25  撒上二五28  亚比该以智慧平息大卫 

 录影训练 撒母耳 

 记结晶读经第十一 

 篇 

 7/5  二 

 诗六九1~9; 撒下五 

 17~25;出十七8~16;启19; 

 诗 110 

 启十九11,14~15  基督同着作祂军队的新妇击败并毁坏敌基督 

 和假申言者 

 7/6  三  弗六10~20; 
 启十九7,13-14; 西一 

 24-25  基督的患难有两类 

 7/7  四 
 太六10，七21，赛十四 

 12~14;  启2-3 
 弗六10~12  基督新妇的得胜者要与神的一切仇敌争战 

 7/8  五 
 来六,十，十三;歌六4、 

 10、13 
 来十19~20  我们天天都在这两种光景中：一面在里面， 

 另一面在外面 

 7/9  六  弗二:7-8; 四:32  罗十五:7;太六:15  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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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读经分享】 

 在旧约，有好些女子预表召会。一个女子是否预表召会，取决于她的丈夫；如果她的丈夫预表基督，她就可能  预表召会。这些女子都预 

 表召会的某些特性。比方，夏娃的源头和起源，是由肋骨所预表那不能毁坏的生命，所以夏娃预表召会的源头和性质。利百加预表召 

 会作基督的新妇、妻子。接着，约瑟的妻子亚西纳，预表召会是从世界中被得着的。摩西的妻子西坡拉，预表召会是在旷野中的召 

 会。路得表征召会是蒙赎的。雅歌中的书拉密女，预表召会经历基督复活生命并与祂同享安息。本篇信息是说到“大卫与亚比该预表争 

 战的基督与争战的召会”。 

 撒上二十五章一节下半至四十四节，记载大卫对付拿八和亚比该 

 我们花时间读过这段经文，会使我们对这段过程不只有一个模糊概念，而是有清楚的认识。 “拿八”的意思就是愚顽，我们不会想取这样 

 的名字。二至三节说，“在玛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迦密。这人非常富裕，有三千绵羊，一千山羊；他正在迦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 

 八；他的妻子名叫亚比该，是个有见识、形貌美丽的妇人。拿八为人刚愎，行事凶恶；他是迦勒族的人。” 

 在这章我们看见亚比该以智慧平息大卫（23~31） 

 大卫和他的军兵看守、保护、顾到那些为拿八剪羊毛的人。所以大卫就差遣一些少年人去见拿八，请求拿八从他手上所有的，无论是什 

 么，能给他们一些。拿八听见后却生气，并辱骂他们。消息传到大卫那里，他立刻作了决定，要带着约四百军兵上去攻击拿八，不留 

 一个男丁存活到隔日早晨。同时间，有人去找了亚比该，让她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亚比该就急忙准备了许多补给品和食物，带着这些 

 去见大卫。二十三至三十一节说，“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 

 孽单单归我；求你让婢女向你进言，请你听婢女的话。我主不要把这卑劣之人拿八放在心上，他的名字怎样，为人也怎样；他名叫拿 

 八，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少年人，婢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流人的血，阻止你亲手报仇，所以我指 

 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并指着你的性命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我主的人，都像拿八一样。如今求你将婢女给我主送来的这礼物 

 ，给跟随我主的少年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稳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你身上 

 查不出有什么恶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我主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包裹在生命的囊中；你仇敌的性命，耶 

 和华必抛去，如从机弦甩出去一样。到了耶和华照祂论到你所说的一切好处待我主，立你作以色列的领袖时，我主必不至因曾无故流 

 人的血，为自己报仇，而良心有亏，心中不安。耶和华善待我主的时候，求你记念婢女。” 

 大卫回应亚比该的请求，颂赞耶和华，因为祂打发亚比该来迎接他；并称赞亚比该，因为她拦阻他流人的血，亲手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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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到大卫的回应。亚比该知道大卫要作王管理以色列，如果大卫这样采取行动，他会对自己的作为深深懊悔，并会感到羞愧。所以 

 亚比该适当地介入，让这件事不至于发生在这个要作王的人身上。亚比该是个有见识的人，三十二至三十五节说，“大卫对亚比该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当受颂赞的，因为祂今日打发你来迎接我。你的见识当受称赞；你也当受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流人的血，亲 

 手报仇。那阻止我加害你之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指着祂确切地起誓，你若没有速速地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八的男 

 丁必定不留一个。大卫从亚比该手中受了她送来的礼物，就对她说，你平平安安地上你家去吧，看哪，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 

 面。” 

 亚比该的美丽和智慧夺了大卫的心；拿八死后，大卫就娶她为妻，她作了大卫争战中的配偶（36~44）。三十六至四十二节说，“亚比该 

 到拿八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筵席，如同王的筵席。拿八心中畅快，大大地醉了；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直等到次日早 

 晨。到了早晨，拿八醒了酒，他的妻子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的心在他里面如同死了，他的身僵如石头。大约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 

 拿八，他就死了。大卫听见拿八死了，就说，耶和华是当受颂赞的，因我从拿八手中所受的羞辱，祂已为我伸了冤，又阻止仆人行恶 

 ；耶和华也使拿八的恶归到他自己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向亚比该提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迦密见亚比该，对她说，大 

 卫打发我们来见你，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面伏于地，说，你的使女情愿作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急忙起身，骑上驴 

 ，带着五个跟随她的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作了大卫的妻子。”亚比该固然是美丽的，因为圣经明文这么说，但这不是重点，重点 

 是她的见识、她的洞察力和她的智慧。她知晓情势，也知道如何凭智慧行事。她没有试着在她丈夫醉酒的时候向他说什么，而是在他 

 醒了酒之后，才告诉他要发生的事。然后，耶和华亲自采取行动。大卫和亚比该都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是何等美妙的图画。在启 

 示录十九章，也有这样一个战士召会。亚比该的这幅图画，说到召会争战的这一面。 

 大卫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基督 

 大卫预表在苦难中争战的基督（撒上二五28）。亚比该很清楚，她接受了大卫的提议，作了大卫的妻子，就预备好要作大卫争战中的配 

 偶。她知道那要作她丈夫的大卫，正在苦难中从事争战。她即将过一个与他一同受苦的生活。同样的，我们也为着神在地上的国争 

 战。新妇要成为军队（启十九）。亚比该没有退缩。此外，她也没有因大卫要作王，就要求将来在皇宫里有一间美丽的房子，让她享 

 受美食、锦衣。不，她是大卫的战士配偶，无论大卫去哪里，她都在大卫的受苦里与他同在。 

 亚比该预表争战的召会，在苦难中为神的国争战（一9，十一15，十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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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需要深深刻画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在苦难中争战。有时仇敌试着把恐惧注入我们里面。有些人害怕争战，有些人害怕受苦。但我们 

 唯一该惧怕的是神。我们不怕争战，不怕仇敌；是仇敌该怕我们，他该怕基督的新妇。神是何等有智慧，祂使用一个女子，来为祂对 

 付仇敌。 

 亚比该的预表描绘我们需要与受苦的基督是一（腓三10，西一24，启一9）。 

 我们不该有自己的选择，或自己的偏好，只要基督的某一面，不要另一面。若是如此，就指明我们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想过舒适的生 

 活。我们需要在基督的苦难中与祂是一。基督还在受苦，祂对大数的扫罗所说的话指明这事。祂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徒九4）祂的信徒有些被杀，有些人下监，有些人受了极大的损失。祂不是在很远的地方看司提反受苦；祂也许对天使说，“你们看看 

 那里所发生的事！”祂乃是里面满有感觉。祂似乎是说，“扫罗，你是在逼迫‘我’。这个‘我’是一个团体人。扫罗，你对他们作的，就是对 

 ‘我’作；他们受苦，就是‘我’受苦。” 

 在行传七章，司提反看见诸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56）。我们的弟兄看见了这位人子，而主所看见的，是祂的复制品活出祂得胜 

 的死。司提反的祷告不是靠记忆背诵，他祷告的是：“主耶稣，求你接收我的灵！……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与他们！”（59~60）这与主 

 的祷告完全一致（路二三46、34）。姊妹们在这点上的经历通常比弟兄们还要深，她们的辨识很细致，弟兄们需要她们。姊妹们当然 

 需要被弟兄遮盖并平衡，但是她们满有感觉，知道在身体里有苦难，主也在受苦。我们都需要领悟这一点：一个肢体受苦，众人都受 

 苦（林前十二26），然后就会有祷告从我们发出，而摸到宝座。 

 保罗将基督的患难与神的管家职分相提并论，这指明唯有借着受苦才能尽管家的职分 

 我们的焦点不在于受苦，但要知道管家职分与苦难有关。一九六七年，李弟兄释放过这样的信息，说到职事是从十字架而来；这些信息 

 编成《一个在灵里之人的自传》这本书。他说到职事的定义：职事是启示加上苦难而产生的。因此我里面有一个祷告：“主，求你兴起 

 弟兄们，和他们的配偶，让他们乐意走这条路。”我们不仅有能干的弟兄作长老，作带领的人，有受过训练并且有恩赐的弟兄作同工， 

 作管家、服事者、奴仆，能出代价，愿意起来走这样的路，也愿他们的妻子也能一同走这样的路。苦难会产生职事，苦难也使职事能 

 成就。我们能受苦，是因为出于爱。我们是主的亚比该，是祂的配偶。我们与祂在内里是一。我们若渴望有分于神的管家职分，就必 

 须准备受苦（启一9，林后一3~6）。我要再说，我们的焦点不是受苦；但今天在我们中间，在祂的恢复里，这必须是我们该有的领 

 会。曾有一位在苦难中服事的弟兄，要与一位姊妹结婚时，很清楚地对她说，“如果你要嫁给我，我会一生爱你；但是你若嫁给我，你 

 会走受苦的路，不容易的路。因为我生活在这地上，就是要走这条路，作亚比该的一部分。”主必须得着亚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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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甘愿付上任何必需的代价 

 凡有分于召会的事奉，或有分于职事的人，都必须预备好同受管家的患难；这意思是说，为着尽管家的职分，我们必须甘愿付上任何必 

 需的代价（四10~12，约十二24~26）。路加十四章提到，一个人能否盖成一座楼，需要计算花费，是否安了地基却不能完工？或是一 

 个王要出去打仗，必须酌量能否用一万人去迎战那领二万人来攻打他的？ （28~33）我们是否愿意计算代价，并甘愿出代价？这代价不 

 是为着我们的救恩，乃是为着国度。主需要结束这个世代，祂必须把这图画放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主很快就要回来， 

 如果我们想要各种的享乐、金钱、财富，最好往另一个方向走。这条路虽然不简单，却是一条蒙福的路、喜乐的路、满了爱的路；这 

 条路充满盼望，因主就快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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