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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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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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由于COVID病毒的影响，有相当多的圣徒被感染了。望弟兄姊妹彼此代祷，相互爱护和扶持，身体早日恢复。为着弟兄姊妹彼此 

 的健康和更好的防护，主日聚会请大家戴口罩。最近几周华语主日聚会还是开放ZOOM。圣徒们根据自己的情形可参加网上聚会。愿 

 主看顾保守。我们仰望主，荣耀归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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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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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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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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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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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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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nfXPDgkNOBu1UOQ8l4DLNJ-lCAyr7f2M8ZzP4HLM9kKly0A/viewform?usp=pp_url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nfXPDgkNOBu1UOQ8l4DLNJ-lCAyr7f2M8ZzP4HLM9kKly0A/viewform?usp=pp_url
https://pursuewiththose.org/
mailto: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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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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篇  第六篇、大祭司的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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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2  86  1  30  55 

 7/3/22  4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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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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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81%E4%BA%8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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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E7%AC%AC%E5%85%AD%E7%AF%87%E3%80%81%E5%A4%A7%E7%A5%AD%E5%8F%B8%E7%9A%84%E4%BD%93%E6%81%A4.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b8ufKYou8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nMWEJetNVY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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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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一  撒上二12-30  撒上二30  神渴望有一个新的起头，以完成祂的经纶 

 录影训练 撒母耳 

 记结晶读经第十二 

 篇 

 7/12  二  路十38-42; 撒上二35  撒上二35  撒母耳在神所给他的身份和职任上都向神忠 

 信 

 7/13  三 
 撒上十八1~4；撒下六16 

 、20~23；创六13~14 
 撒上十八1  时代的执事 

 7/14  四 
 彼后一12；太十六18； 

 弗四15~16 
 彼后一12  现有的真理 

 7/15  五 
 撒上九1~2、17，十1、 

 24 
 撒上十1  扫罗蒙神拣选并由撒母耳所膏，作以色列的 

 王 

 7/16  六  撒上十六1、12~13  撒上十六13  大卫借撒母耳蒙神所选所膏，作以色列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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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qpTIyvvw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qpTIyvvw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qpTIyvv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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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分享】 
 第十二周 从撒母耳记里五个主要人物，看关于享受美地属灵的原则、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 

 以利 

 在以利之下的老旧亚伦祭司体系变得陈腐、衰微（撒上二12~30），神渴望有一个新的起头，以完成祂的经纶。在以利的日子，神的言语 

 稀少；神的说话几乎失去了（撒上三1）；在祭司职分里，祭司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神说话（出二八30），祭司必须是与神亲近，与 

 神是一，认识神的心，并且说出神永远经纶之独一、健康教训的人（提前一3~4，六3）。我们要为主说话，并与祂是一以完成祂永远的 

 经纶，首先就必须宝贝并仔细听祂的说话，好使我们认识祂的心意与爱好。我们都要为主说话，并且把主说出来。我们无论是服事青年 

 人或社区圣徒，或是传扬福音，或与圣徒交通，盼望我们的说话都是主的说话。以利教导撒母耳对主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敬听” 

 ；我们要为主说话，并与祂是一以完成祂永远的经纶，首先就必须宝贝并仔细听祂的说话，好使我们认识祂的心意和爱好（撒上三9~10 

 、21，赛五十4~5）。这里我们看见关于以利一件积极的事。以利教导撒母耳听神的说话，这管制了撒母耳一生的生活和事奉。为主说话 

 的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先听见主的声音；我们要听见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启二7）。那灵正在向全地的众召会说话。盼望我们所在意 

 的，就是那灵所说的话；我们只要听那灵所说的话。 

 因着对两个邪恶的儿子疏于管教，以利就轻忽了祭司职分（撒上二28~29）；这导致他的历史以悲剧收场，终止了他对美地的享受，并使 

 祭司职分在神圣启示上，就是在为神说话的事上衰微；今天我们需要从以利身上学功课，就是要对神在祂恢复里所给我们的一切，有最 

 高的重视。 

 撒母耳 

 撒母耳在神所给他的身分和职任上都向神忠信。作为利未人，他终身事奉神；作为拿细耳人，他持守奉献，没有失败（撒上二35）；作 

 为祭司申言者，他诚实地为神说话，并引进申言者职分，在神圣的启示上顶替衰微的祭司职分；作为士师，他向神忠信，对人公正，结 

 束了士师职分，并带进君王职分，以转变时代，完成神在地上的经纶。我们要保守自己对主的奉献一直新鲜。我们已过曾奉献给主，但 

 今天需要更新我们的奉献。李弟兄说，“我们必须一天天借着奉献往前。没有奉献的一天，乃是枉费的一天。”（生命经历的实际功课， 

 三八页）我们不要度过一天而没有奉献。撒母耳是与神同工以完成祂经纶的人，他被确立为耶和华的申言者，借着听祂的话而为祂说话 

 ；我们需要不断操练自己，有耳可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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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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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地上的目的，就是要转变时代，完成神在地上的经纶。这是个新的复兴，不像基督教里那些老旧的复兴。虽然主曾使用过那些 

 复兴，但我们现在是身处召会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相信主的来临近了，祂现在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时代的凭借，来转移这 

 个时代，把祂这“荣耀的王”带进来（诗二四9），在地上设立祂的国。但以理二章说到一个大人像（31~33），表征地上人类政权的集大 

 成。三十四至三十五节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碎这像。”打碎这像的石头，事实上乃是团体的石头，就是启示录十九 

 章所说，基督同祂得胜的新妇（7、14）。基督同祂得胜的新妇要作为团体的石头，打在大人像的脚上，将整个人像砸得粉碎，成如夏天 

 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但二35上）。不仅如此，打碎这像的石头，就是团体的基督，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35 

 下），使全地成为神的国，那就是千年国，以及千年国所要引进的永世。我们要作基督的新妇一千年，至终要作基督的妻子，直到永 

 远。 

 撒母耳一生极完满地享受他美地的那一分；因此就新约的意义，我们能说，在享受基督的事上，他没有缺点；撒母耳的历史唯一的缺点 

 ，是他立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人中间作士师（撒上八1~3）。虽然撒母耳的两个儿子不像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邪恶，但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撒 

 母耳所犯的一个错误。就人一面说，撒母耳在这事上犯了错，但这错误有助于神带进君王职分，好管理祂百姓当中的光景，以完成祂的 

 经纶。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位王治理他们时，乃是在侮辱神，因为他们厌弃神作他们的王（撒上八7）。至终，以色列人得 

 到扫罗作他们的王，但扫罗显然不是一个好王，也不善待他的百姓。从另一面说，在神的主宰下，如果撒母耳没有犯这个错误，就不会 

 有扫罗，也不会有大卫。大卫预表基督作真正的王，带进君王职分；并且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太一1），来自大卫的谱系。 

 拿约单 

 扫罗的心意是将国留给约拿单；然而，约拿单不愿接受这国，反而认定大卫该在宝座上。这是相当大的一个启示。约拿单是扫罗王的儿 

 子，但他爱大卫，领悟并认定大卫该在宝座上。约拿单应该告诉他父亲这事，并且离开他父亲来跟随大卫；按预表，约拿单跟随大卫， 

 原可表征今天我们跟随基督，并让祂居首位（西一18下，启二4）。约拿单的错误是他没有离开他父亲来跟随大卫。他应当恭敬地对扫罗 

 说，“父亲，我爱你，我总是孝敬你，但大卫是下一个王，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必须跟随他。”约拿单应该要说这样的话，但他没 

 有。约拿单乃是在扫罗和大卫之间，他是一个人在两个职事当中；他应当跟随第二个职事，但是因着他与前一个职事的关系太深，所以 

 没有办法脱离。这是关于约拿单这个人，我们所需要强调最主要的点。 

 主在每一个时代都有祂特别要作的事，有祂自己所要恢复、要作的工作；祂在一个时代所要作那特别的恢复和工作，就是那个时代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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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参创六13~14）。一个时代的执事有时代的职事，与地方性的执事不一样；路德乃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执事，达秘也是他那个时代的 

 一个执事；我们要跟上现今这时代的职事，就需要看见异象。在神这建造的职事里，每一时代都有在那职事里带头的人；愿主开我们的 

 眼睛，叫我们看见，只要是人，就应该作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就应当进入主今时代的职事里。 

 约拿单由于对自己父亲天然的情感，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跟随大卫，失去了他对神所应许之美地那一分正确且充分的享受；约拿单知道 

 大卫必要作王，却留在他父亲那里，就遭受他父亲同样的悲惨结局，与他父亲一同死在战场（撒上三一2~6）。 

 扫罗 

 扫罗蒙神拣选并由撒母耳所膏，作以色列的王。我们能在扫罗身上学到许多生命的功课，看见属灵的原则，并得着圣别的警告。扫罗至 

 少两次不顺从神的话，因此失去了他的君王职分和国权（十三13~14，十五19、23，二八17~19）；扫罗在撒上十五章不顺从神时，事实 

 上就是在背叛神。神借着撒母耳吩咐扫罗要灭绝亚玛力人，包括他们的王亚甲（3）。扫罗不顺从神的话，没有灭绝亚玛力人。撒母耳到 

 了扫罗那里，听见羊叫、牛鸣。扫罗说他将上好的牛羊留下，要献与耶和华（13~15）。撒母耳说，“看哪，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 

 羊的脂油。”（22）于是，撒母耳用刀将亚甲砍成碎块（33下），因为亚玛力人是邪恶的。扫罗悲惨的结局，完全是由于他没有正确地与 

 神的经纶发生关系；神要在祂的选民中间建立祂的国，就把扫罗带进祂的经纶里，但扫罗没有参与神的经纶并与其合作，反而自私地僭 

 取神的国，以建立自己的王国；他充满王权思想，包括如何让他儿子接续他（二十31）。 

 因着扫罗的自私，以色列人在与非利士人争战时，就被击败、被屠杀，扫罗和他众子也都被杀了；扫罗要为自己和儿子得国的野心，以 

 及他对大卫的妒忌，废掉并了结他对神所应许之美地的享受（二十30~34）。扫罗、他三个儿子以及拿他兵器之人集体的死亡，乃是神对 

 那背叛祂、僭夺祂并成了祂仇敌之人公平的审判（代上十13~14）；我们该从扫罗悲惨的结局学功课，把我们的肉体钉十字架，并否认我 

 们的自私—私利和私图（加五24，太十六24，腓二3）。扫罗可怕之结局的记载，对一切在神国里事奉的人是很强的警告：不要在神国里 

 作另外的工作，也不要在神国里滥用什么；我们不该像扫罗，企图为自己建立“王国”；反之，我们都该作独一无二的工作，建立神的国 

 ，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三一1~13）。 

 大卫 

 大卫借撒母耳蒙神所选所膏，作以色列的王。大卫杀死歌利亚后，被以色列妇女称赞，高过扫罗（十八7），但我们在大卫身上，没有看 

 见他因此骄傲，或有野心要得王位；大卫在扫罗逼迫的试炼下蒙称许，成为正确的人，借着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完成神的经纶。在扫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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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逼迫下，大卫曾有两次机会杀害扫罗；然而，他不肯这样作，因为他敬畏神，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这指明大卫维持了神国里美好 

 的等次。罗马十二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乃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度量，看得清明适度。”我们要心思清明，不要 

 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由于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无疑的，他有许多学习，不为自己报复，反而否认自己，为要成就神的定旨。大 

 卫真诚地信靠神，并忠信地与神同行，使他完全够资格享受美地到高的水平，甚至达到照着神的心作王，建立一国成为神在地上的国； 

 大卫与神是一；他的就是神的，神的也是他的；他与神只有一个国；这样的一个人享受那预表基督的美地达到极点。 

 此外，我们都必须从大卫学积极一面的功课，也要学消极一面的功课；肉体的情欲是个破坏的因素，会毁坏我们；若是大卫这样敬虔的 

 人也会受引诱，我们怎能逃脱？这一点对我们是很大的警告。不论我们在属灵追求上有多少成就，我们任何人仍然可能犯这样的罪；我 

 们该在神面前，严肃地读这段记载；这记载警戒我们，放纵肉体是严重的事；大卫只因看一眼，就受了试诱，无法约束自己。我们应当 

 省察自己的心，并在心中定大志，绝不走放纵肉体的路；我们必须说，“主耶稣，我爱你，我需要你，我接受你”；我们若这样说，祂就 

 会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大能的救恩；作为那是灵的基督，祂能拯救、保守并保护我们，脱离这世代的污染，使我们能持守我们所得 

 着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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