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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大衛與亞比該預表爭戰的基督與爭戰的召會
綱
要
撒上二十五章一節下半至四十四節，記載大衛
對付拿八和亞比該：
大衛預表在苦難中爭戰的基督─28節：
亞比該預表在苦難中爭戰的召會─撒上二五
2~42：
亞比該的預表描繪信徒出到營外就了耶穌去，
忍受祂所受的凌辱─來十三13：

週一 8/1
*禱讀
撒母耳記上 25:28
28求你饒恕婢女的罪過；耶和華必為我主建立穩
固的家，因我主為耶和華爭戰；並且在你平生的
日子，你身上查不出有甚麼惡來。
馬太福音 12:3
3耶穌卻對他們說，大衛和跟從他的人飢餓之時
所作的，你們沒有念過麼？
撒母耳記上 25:39-42（只讀）
39大衛聽見拿八死了，就說，耶和華是當受頌讚
的，因我從拿八手中所受的羞辱，祂已為我伸了
冤，又阻止僕人行惡；耶和華也使拿八的惡歸到
他自己頭上。於是大衛打發人去，向亞比該題說
要娶她為妻。40大衛的僕人到了迦密見亞比該，
對她說，大衛打發我們來見你，要娶你為妻。41
亞比該就起來，面伏於地，說，你的使女情願作
婢女，洗我主僕人的腳。42亞比該急忙起身，騎
上驢，帶著五個跟隨她的使女，跟從大衛的使者
去，作了大衛的妻子。
羅馬書 11:33
33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何其
難測，祂的道路何其難尋！
哥林多前書 1:24, 30
24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
基督總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30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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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六章: 從外院轉到聖所的
秘訣；藉著吃，從埃及被帶出來；
歌羅西書 2:3
在父的家中吃肥牛犢
3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裡面。
週三 8/3
以弗所書 3:10
10 為要藉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啟示錄 19:7, 13-14
7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
現今得知神萬般的智慧，
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13祂穿著
羅馬書16:27
27願榮耀藉著耶穌基督，歸與這位獨一、智慧的 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神的話。14在天上的
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
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著祂。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一
團體閱讀 (生命樹) 第六章 生命樹為著變化； 以弗所書 6:10-12
10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
我們需要用神聖的洞察力，對聖經
有內在、活的領會；吃生命樹；神
得著加力。11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
的羔羊
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 12因我們並不是與血
週二 8/2
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
啟示錄 19:11, 14-15
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屬靈勢力
11我看見天開了，並且看哪，有一匹白馬，騎在 摔跤。
馬上的，稱為忠信真實，祂審判、爭戰都憑著公 歌羅西書 1:24-25
義。14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 24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
又白又潔，跟隨著祂。15有利劍從祂口中出來， 督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
可以用以擊殺列國；祂必用鐵杖轄管他們，並要 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25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
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
管家職分，作了召會的執事，要完成神的話，
詩篇 110:5-6
哥林多後書 4:10-12
5主在你右邊；祂發怒的日子，必打傷列王。
10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命也顯
6祂要在列邦中施行審判，使那處滿了屍首；祂 明在我們的身體上。11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
要在大地上打傷仇敵的頭。
常為耶穌被交於死，使耶穌的生命，也在我們這
馬太福音 4:10-11
必死的肉身上顯明出來。12這樣，死是在我們身
10耶穌說，撒但，退去吧！因為經上記著，“當 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11於是魔鬼離開了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三
耶穌，看哪，有天使進前來服事祂。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六章: 吃基督，得以變化
啟示錄 19:7-9
為寶貴的材料，為著神的建造
7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婚 週四 8/4
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8又賜她 以弗所書 6:10-12
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 10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靠著祂力量的權能，
的義。9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 得著加力。11要穿戴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能以
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12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二
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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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得榮耀。31這樣，對這些事，我們可說甚麼？
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的屬靈勢力摔 加拉太書 2:20
跤。
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抵擋我們？32神既不吝惜自己
馬太福音6:10; 7:21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 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有和祂一同
6:10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 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與祂聯 白白的賜給我們麼？
哥林多前書 15:57-58
行在天上。7:21不是每一個對我說，主阿，主阿 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57感謝神，祂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使我們得勝。
的人，都能進諸天的國，惟獨實行我諸天之上父 希伯來書 4:16
旨意的人，纔能進去。
16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58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
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
啟示錄 12:11
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面不是徒然的。
11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 哥林多後書 12:10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六
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10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貧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七章: 那靈是包羅萬有
雅歌 6:10
困、逼迫、困苦為可喜悅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
的藥劑；接枝到基督裡面好享受基
10那向前觀望如晨光，美麗如月亮，皎潔如日頭，甚麼時候就有能力了。
督
威武如展開旌旗軍隊的是誰呢？
詩篇62:5-6
詩歌
大本詩歌414
啟示錄 19:7-8; 3:5
5我的魂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
主日 8/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19:7我們要喜樂歡騰，將榮耀歸與祂；因為羔羊 的盼望是從祂而來。6惟獨祂是我的磐石和我的
以弗所書5:25-27; 6:10-13
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豫備好了。
拯救，是我的高臺，我必不動搖。
5:25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召會，
19:8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五
為召會捨了自己，5:26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七章: 基督如何成了賜
是聖徒所行的義。
的洗滌潔淨召會，5:27祂好獻給自己，作榮耀的召
生命的靈（第7-15段）
3:5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絕不從生命冊
會，沒有斑點、皺紋、或任何這類的病，好使她成
上塗抹他的名，並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眾 週六 8/6
為聖別、沒有瑕疵。6:10末了的話，你們要在主裡，
希伯來書 6:19-20
使者面前，承認他的名。
靠著祂力量的權能，得著加力。6:11要穿戴神全副
19我們有這盼望如同魂的錨，又牢靠又堅固，且通 的軍裝，使你們能以站住，抵擋魔鬼的詭計，6:12
晨興聖言 撒母耳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週,週四
入幔內；20作先鋒的耶穌，既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因我們並不是與血肉之人摔跤，乃是與那些執政的、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七章: 末後的亞當如何成
成了永遠的大祭司，就為我們進入幔內。
為我們裡面的生命樹；基督如何成
掌權的、管轄這黑暗世界的、以及諸天界裡那邪惡
雅歌
6:13
了賜生命的靈（第1-3段）
的屬靈勢力摔跤。6:13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
13回來，回來，書拉密女阿；回來，回來，使我們 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
週五 8/5
得觀看你。你們為何要觀看書拉密女，像觀看二營 還能站立得住。
希伯來書 10:19-20; 13:13
軍兵跳舞呢？
10:19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
參讀：
腓立比書 3:10
入至聖所，10:20是藉著祂給我們開創了一條又
撒母耳記生命讀經第 16 篇；
10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提多書生命讀經第 4-5 篇；
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祂的肉體，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帳幕的屬靈應用第 2 章 ；
13:13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祂去，忍受
羅馬書 8:28-32
新約總論第 150，218 篇
祂所受的凌辱。
28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
紐 約 市 召 會
雅歌 1:4
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29因為神所豫知的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4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王帶我進了 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
及 www.churchnyc.org
他的內室—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我們要稱讚你 許多弟兄中作長子。30祂所豫定的人，又召他們來；
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她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