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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2022 年夏季训练⸺『列王纪结晶读经』 

神的具体化身，以及召会作基督的身体。

（弗五 32。）所罗门和他所建的殿既然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扮演有力的角色，并

且在这样的历史中占有广大的范畴，因

此这二者证明，在旧约里，按预表说，以

色列的历史与神永远经纶的完成极有关

系。（路二四 44。）我们读列王纪时，

需要看见旧约历史书与新约之间的连

接；这连接乃是神的经纶，这经纶是为

着基督和基督的身体。（弗一 22 ～ 23，

三 17，四 16。）  

  

旧约历史在预表上与神的经纶有密切

的关系。（弗三 9，林前五 7，十 6。）

旧约是神永远经纶表征的图画，而新约

乃是神永远经纶实际的完成。从创世记

至申命记的预表，揭示三一神具体化身

在基督里，作祂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圆周，

也揭示这位基督作三一神选民的福分和

一切。（申八 7 ～ 11。）从约书亚记至

以斯帖记这十二卷历史书，揭示三一神

在祂选民中的行动，使他们取得、承受、

并享受祂所应许包罗万有的基督作美

地。  （书一 1 ～ 9，  13， 斯四 13 ～ 14。） 

圣经乃是一本神经纶的书，整本圣经新

旧两约，首先是神经纶的图画，然后是神

经纶完全的解释和应验。（弗一 10，提前

一 4。）圣经乃是关于神永远经纶之神圣启

示的记载；神这永远经纶的中心和实际

乃是基督。神的经纶—圣经的钥匙—乃是

那有其计划与安排的三一神，将祂自己在

祂的神圣三一里分赐到祂所拣选、救赎、

并重生的人里面，作他们的生命、生命的

供应和一切，好使他们成为祂团体的彰

显—起先是基督的身体，至终是新耶路撒

冷。（弗三 9。） 

 

列王纪不是论到历史的事实，乃是论到

这两卷书中的内在启示。从约书亚记至以

斯帖记所记载之历史的内在启示，是要向

我们揭示，神永远的经纶如何借着祂在地

上的选民得以完成。（书一 1 ～ 9，撒上

十六 12 ～ 13，王上二 11 ～ 12。）表面上，

列王纪是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事实上，这

两卷书在神的灵感动下写成，乃是与神永

远的经纶息息相关。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

预表有力的证明，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与神

永远的经纶有关，这经纶乃是关于基督作

第一篇 列王纪中借着预表所揭示并传达 

关于神经纶的内在启示 



会的预表，也是神经纶的预表。以色列预

表那作神在新约里之选民的召会。（林前

五 7，十 6。）大卫预表受苦的基督，所

罗门预表那在神的国和神国的威荣里得

荣耀的基督。（王上二 11 ～ 12。）圣殿

预表基督与召会作为神在宇宙中独一的

建造。申言者以利沙在预表上代表神新

约的经纶；以利沙是旧约里的预表，预

表新约里真实的事物。（王下四 9。）亚

哈的异教妻子耶洗别这极其可恨的妇

人，预表在新约实际里的耶洗别—预表

背道的召会。（王上十六 31，启二 20。）

在预表里，王的宫室和神的殿是分开

的；但在新约的实际里，这二者乃是一

个建造。（弗二 21 ～ 22。）君王乃是新

约信徒的预表，因为所有新约的信徒都

是蒙神拯救，成为君王的。（启一 6，9。） 

 

总结：历史书被摆在圣经里，因其在

预表上给我们一幅神经纶的生动图画；

旧约预表的素质乃是神的经纶，以基督

和祂的身体为中心和实际。（弗一 9，三 

9，五 32。）【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第 562 期】 

 

 

 

 

诗歌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

雅歌—揭示基督是神选民所要追求惟一

的完全，也是神选民所要得着并享受惟一

的满足。（伯四二 1 ～ 5，诗二 6 ～ 12，

歌一 2 ～ 4。）从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这十

七卷申言者书，我们看见三一神成了神

人，以完成祂完全的救赎，好成就神永远

的经纶，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赛九

6，启二一 1。） 

 

新约马太福音至约翰福音揭示，三一神

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成为包罗万有赐生

命的灵。（约七 39。）使徒行传揭示，包

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作那是神具体化身之

基督的实际，扩展祂自己，为着产生神的

众召会。罗马书至启示录揭示，包罗万有

赐生命的灵借着变化将众召会建造成为

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作基督的身

体，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作终极

完成之三一神永远的扩大。（罗十二 4 ～ 

5，启二一 2，9 ～ 11。） 

 

列王纪里内在的启示乃是借着预表揭示

并传达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不仅是整个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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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徒 10:34-48 11:1-18 11:19-30 12:1-25 13:1-12 13:13-43 13:44-14:5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42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8~9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初信造就”：第四十四篇（请参阅周讯第 7~9 页。） 
 

4. 本周开始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晨兴圣言：第一周。青少年共同追求进度： 

 “圣经之旅”第九册：第 1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第七篇。  

  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一章（圣洁生活的条例）。 

 

 
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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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纽西兰众召会 33 位來访圣徒相调 

   相调日期/时间： 03/10/2022(周一)晚上 7:30pm    

  地点： B 二楼大厅 

  备注：来访圣徒将分享、交通蒙恩见证。鼓励众圣徒踊跃出席。凡需翻译的圣徒 

         们，请自备手机或设备和耳机。 

 

2. 全召会集中祷告聚会 

   日期/时间： 04/10/2022(周二)晚上 7:30pm    

  地点： B 二楼大厅 

  备注：与纽西兰众召会來访圣徒相调。鼓励众圣徒踊跃出席。凡需翻译的圣徒们， 

    请自备手机或设备和耳机。 

 

3. 书房报告：下一卷晨兴圣言是追求“列王纪结晶读经”，请各区安排一位圣徒于 

    周五（30/09）开始来书房领取书本。来之前，请向 Bro.Michael 

                     （019-8874966）预约时间。 

 

4.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预告 

 日期： 10/10/2022      

 时间： 7:30PM         

 地点： B 二楼会厅 

 备注：请弟兄姊妹踊跃出席若无法出席请务必向黄夏俊弟兄请假。 

 

5. 中、壮年线上成全训练（专题课程）时间表 

  日期： 14/09 - 19/10/2022（每周的周三和周四，共十二堂） 

 
 
 
 
 
 
 
 
 

                  注：最后一周的专题课将提前至周二和周三晚上（18-19/10/2022） 
 
6.  2022 年青少年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2 - 30/12/2022 

  训练地点：美里市召会会所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初中三（Form 3）及高一（Form 4）的青少年弟兄姊妹。 
  训练费用：每人 RM500 

  报名截止： 03/10/2022（周一） 
  备注：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到会所办公室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 
   及费用一同缴交到会所办公室。联络人：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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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堂数 

7:30PM-9:15PM   

05/10/2022 第七堂 

06/10/2022 第八堂 

12/10/2022 第九堂 

13/10/2022 第十堂 

18/10/2022 第十一堂 

19/10/2022 第十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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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2 年小六生一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一、 小六生报名—训练日期： 12/12（周一）～ 18/12/2022（主日） 

   训练地点：古晋市召会会所    

    训练费用：每人 RM80 

    训练对象：今年就读小六的兒童，以及未参加过的中一生。 

    报名截止： 24/10/2022（周一） 

   二、 队辅服事报名—服事日期： 10/12（周六）～ 18/12/2022（主日） 

    报名对象：所以就读 Form 2, Form 4, Form 6 的学生以及大专生。 

    报名截止： 17/10/2022（周一） 

 三、 小牧人服事报名—服事日期： 12/12（周一）～ 17/12/2022（周六） 

  報名截止： 24/10/2022（周一） 
  备注：报名表可到会所办公室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及费用一同缴交 
      到 会所办公室。联络人：黃夏俊弟兄（016-8744786）。 
 

8.  马来西亚在职圣徒相调、成全及训练 

   日期： 03 - 06/11/2022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单人房： RM980，双人房： RM570，四人以上套房： RM370 

               不入住– 用餐者： RM230，不用餐者： RM100 

   报名截止： 17/10/2022（周一） 

   备注： 1.  凡不入住伊甸园的需自行安排包括来往机场或酒店的交通。 

    2.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02/11），进行 RTK-Ag 自检 

        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3.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WSB”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给 

         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9. 马来西亚大专相调特会 

  日期： 11 - 13/11/2022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 RM180，不入住– RM110 

  报名截止： 17/10/2022（周一） 

  备注： 1.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10/11），进行 RTK-Ag 自检 

        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Campus”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10.   2022 年马来语两周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12 - 25/12/2022 

   训练地点：诗巫市召会大会所 
   训练费用：每人 RM280  报名截止： 31/10/2022（周一） 
   备注： 欲知详情请查阅报名表，报名表可到会所办公室领取。请將填妥的报名表 
    及费用一同缴交到会所办公室。联络人： Wilson 弟兄（019-8488835）。 
 
 
 

 



09/10/2022 一会所 02/10/2022 六会所 

02/10 整洁范围 09/10 

4 ─ 1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11 ─ 4 

2 ─ 3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6 ─ 4 

9 ─ 4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   
 的阶梯。 

1 ─ 3 

1 ─ 2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  
 层的阶梯。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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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圣徒 

  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召会的擘饼 

  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12.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13.  整洁服事 



 李弟兄极重要的交通 ——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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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篇 蒙头的问题（三） 
造 就 

是给她作盖头的。’整个世界的女人，都宝
贝自己的头发，都看自己的头发是可贵的。
头发是她的荣耀，女人就是欢喜把自己的
头发留在那里。我没有看见女人轻易把她
的头发丢在垃圾里。头发是女人的荣耀，头
发是可宝贝的。换句话说，神就是将长头发
给女人作盖头的。 

 
我愿意在这里向你们指明两件事：因为

神给女人长头发是作遮盖，保罗就在这里
指明说，神的旨意既然是叫我们遮盖，女人
就该在这遮盖上加上蒙头。神既然给你长
头发遮盖了头，所以你也要把人工的东西
遮上去。你要把十五节和六节合起来读。六
节说，‘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
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
十五节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
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作盖头的。’你把这
两节圣经合在一起读，是相当清楚的。神把
女人的头用头发蒙了，所以接受神权柄的
人，就应当再用东西把头发蒙了。如果你不
蒙，倒不如把神所给你的头发都剪了。换句
话说，你如果接受神的，你就要加上你的。
你如果不接受神的，你就要把神所给你的
取消。圣经不是说要留长头发，圣经是说长
头发不够，还要加上蒙头。 

 
今天人对圣经的两个命令，都不遵守。今

天如果有一个姊妹不蒙头，把头发剃得光
光的，也是听圣经的话。今天，人两个都不
作，头发不剃，也不蒙。六节是说，不蒙头
就得剃头；不剃头，就得蒙。十五节是说，
神既然给我蒙了，所以我自己也要蒙。 

 
顺服神的人，要怎样作呢？是说，神既然

给我蒙了，我自己也来蒙。所以认识神的
人，总是在神作的事情上，加上自己的。是
顺着那条路走，不是走与那条路相反的。 
 

玖 没有辩驳的事 
 
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 

捌 不可极端 
 

但是在这里，有人会极端，以为说，男人就
是作头，女人就得顺服男人的权柄。若是这
样，女人在凡事上都站在盲目顺服的地位上，
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人的难处要么就不走，
一走就走极端。所以保罗说，不是那么简单。
‘然而’这不过是外面的见证。外面的见证是
这样，在事实上，在里面的，怎样呢？十一节
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
不是无女。因为…’有的人问说，什么叫作女
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保罗就接着解
释说，‘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
由女人而出。’（12 上。） 

 
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女人是从男人而出。今

天呢？从伊甸园以后，男人需要从女人而出。
没有一个男人不是女人生的。在实际上，男也
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男人也不能说他有
特别，女人也不能说她有特别，‘但万有都是
出乎神。’（12 下。）蒙头这一个要求没有
别的，就是要你们在头上有一个服权柄的记
号。说来说去，万有都是出乎神的。在实际上，
男人是从女人生的，女人是从男人出的。没有
一个人可以骄傲，也没有一个人自暴自弃。 

 
十三节：‘你们自己审察，女人祷告神，不

蒙着头，是合宜的么？’保罗在这里问我们，
特别是问姊妹：你们听见了这一段话之后，
你们知道了神的政治之后，你们知道了神是
基督的头之后，你们知道了基督是各人的头
之后，你们知道了男人是女人的头之后，你们
知道了神设立女人来代表各人之后，你们也
知道了神设立女人在神面前代表基督之后，
那么你们想看，女人祷告不蒙头是合宜的
么？ 

 
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

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么？’保罗在这
里用教会的感觉来断定这一件事。注意：
‘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十五节：‘但
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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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男人不蒙头，女人蒙头，这一个命
令乃是神的使徒所独给的。这一个规矩乃
是神的众教会所独有的。这一个规矩和犹
太人的规矩不一样，这一个规矩和外邦人
的规矩也不一样。这一个规矩是教会所独
有的。因为这一个规矩是使徒所命令的，所
以是新的，是神的。 
 
所有的使徒都是相信女人该蒙头的。有一

个使徒若是不相信女人该蒙头，他就不是
我们中间的一位，定规是在我们以外的。在
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规矩。如果有的教会
不相信，保罗说，神的众教会也没有这样的
规矩。所有的教会，都没有这样的规矩。所
有地方的教会，所有使徒们所经过的地方
的教会，都没有这样的规矩。保罗到了这里
不讲理了。保罗的道理，讲到十五节为止；
到十六节，保罗不讲道理了。若有人想要辩
驳，保罗说，没有一个使徒赞成你的意见。
你是使徒之外的，你是教会之外的。所有的
使徒，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相信，你不能
辩驳。 
 
所以我们要让姊妹们在教会里，在聚会的

时候，就是说在讲道的时候，在祷告的时
候，要她们在头上蒙头。为什么缘故要这
样？那是要显出在教会里，神要得着祂在
世界里所没有得着的；要显出在教会里，
神要得着祂在宇宙里所没有得着的。祂在
天使中间得不着的，祂在教会里已经得着
了：祂在世界里得不着的，祂在教会里已
经得着了。所以，姊妹们该知道这一件事。
第三节的话，是一个清楚的教训。神是基督

的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
所以，女人要蒙头。这就是全段基本的教
训。 

 

拾 代表的原则 
 

圣经的里面，有一个原则是非常重大的，
就是代表的原则。这话，我曾题起过，今
天在这里再重复。 
 
我们在这里作基督徒，有两个不同的原

则：一个是凭着我们个人的原则在神面 
 

 

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想 
保罗的话相当重。保罗很认识哥林多人。哥林
多人不只住在哥林多，哥林多人住在许多地
方！哥林多人也住在你那个教会里！ 
 
保罗说，‘若有人想要辩驳。’辩驳什么

呢？从一节到十五节是讲蒙头问题，要辩驳
的人就要辩驳这个蒙头问题。但是保罗在这
里说，人如果要辩驳蒙头乃是错误的。蒙头的
问题，是人不能随便辩驳的。 
 
许多人想要辩驳说，女人不必蒙头！辩驳

说，神作基督的头，是哥林多的事，不是宇宙
的事。辩驳说，基督作各人的头，是哥林多的
事，不是宇宙的事。辩驳说，男人作女人的头，
是哥林多的事，不是宇宙的事。但是，感谢神，
作基督徒是宇宙的事，不是哥林多的事。感谢
神，基督作各人的头，是宇宙的事，不是哥林
多的事。感谢神，神作基督的头，也是宇宙的
事，不是哥林多的事。也照样，男人作女人的
头，也是宇宙的事，不是哥林多的事。 
 
若有人以为说，姊妹不必蒙头，因而反对保

罗所说的话，反对他所定规的，反对他从主所
领受而传给他们的。保罗怎么说呢？他说，
‘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们’是指着
保罗和使徒们。在使徒们中间没有这样的规
矩，在使徒们中间没有姊妹不蒙头的。‘若有
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你没
有法子辩驳。如果人再想要辩驳，‘神的众教
会也是没有的。’就是说，这是你没有法子辩
驳的。 
 
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时神的众教会

的规矩是如何。按着当日的风俗，犹太人进入
会堂，是要蒙头的。但是女人蒙头，男人也蒙
头。犹太的男人和女人，都得用一块蒙头的布
（叫作‘他利司’）蒙了头，才能进入会堂，
否则根本不能进去。当日希腊人的风俗，（哥
林多是希腊的一地，）是无论男人女人进入他
们的庙宇，都不蒙头，都露着头。世界上没有
一种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在保罗的时候，是
男人不蒙头，而女人必须蒙头的。当日的犹太
人是全要蒙头，外邦人是全不要蒙头，而神的
儿女是男人不蒙头，女人要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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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一个是凭着代表的原则在神面前作。
我们不只个人在神面前作基督徒，我们并且
是代表着在神面前作基督徒。如果这是不错
的，话，将来我们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只
为着个人受审判，我们也要为着代表受审
判。 
 

（一）作主人的例子 
 
比方说，在这里有一个主人，他家里有几个

佣人。这个主人，是一个弟兄，可是待那几
个佣人非常不公道，非常不公义，非常苛刻，
非常没有道理。我告诉你们，他的没有道理，
他的不公义，他的苛刻，将来在神面前要受
审判。可是还不只，他还得受第二个审判。
因我们的弟兄不只和佣人有关系，他还得在
神面前代表主如何作主人。所以每一次你作
主人的时候，要代表主作主人。你怎样待你
的佣人，就是代表主也是怎样待佣人。你个
人犯了罪，你又犯了代表的罪，你把主代表
错了。我如果不错的话，要说，将来你在神
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要为着你自己的罪受
审判，你也要为着你把主代表错了受审判。 
 

（二）作仆人的例子 
 
比方说，我不作主人，我作仆人；我作仆人

的时候，我偷东西、我懒惰、我撒谎，我只
有眼前的事奉、我欺骗我的主人，我犯了这
些的罪，我这些犯罪的行为要受审判。但是
还不只。因为我作仆人，我是代表所有的仆
人顺服天上的主。我如果在人的面前事奉，
我可以欺骗、我可以偷、我可以懒惰。但是，
每一次在圣经里题起作仆人的时候，总是说
我们还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你不只是在这
里作仆人，你并且是代表所有的仆人。你不
只是个人作仆人，你并且是代表所有的仆人
在地上。这是另外一个关系。 
 

（三）摩西的例子 
 
摩西在米利巴那里，因为以色列人试探神，

就在以色列人面前发怒，用杖击打磐石两
下。神就立刻责备摩西。摩西发脾气，摩西
错，如果是摩西个人的事，是一个以色列人

的领袖的事，也许还可以赦免。因为摩西有
一次发脾气，比这一次发得还要大，就是因
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他把神亲手所
写的两块石版都摔碎了，（出三十二 19，）
但是神没有责备他。因为他那一次发脾气，
反而是代表神的怒气。那一次是代表神发
怒，那一个代表是对的。这一次摩西发脾
气，把磐石打两下。神说什么呢？神说，你
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换一句话
说，你没有把我分别出来，你把我代表错
了。以色列人还以为是神发怒，其实神没有
发怒。 

 
个人地位和代表地位 

 
所以个人的罪是一件事，代表的罪又是一

件事。今天，我们读了第三节，每一个姊妹，
每一个女人，（这样的女人在世界里寻不
到，）要看见我有我个人的地位，还有我代
表的地位。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各人的
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女人要蒙头。女
人要看见上头还代表了人，最少代表了个
人。 
 

个人蒙头和代表蒙头 
 
姊妹在讲道的时候蒙头，在祷告的时候蒙

头，就是在神的面前宣告说，全世界的人在
基督面前，没有一个可以作出头的人。她乃
是在那里宣告说，任何的人，不能在神的面
前露出他的头来。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面前
可以出头。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面前可以出
主意、出主张。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
得把自己的头蒙起来；都得把自己的主
意、主张蒙起来，对主说，你是我的头。你
个人是蒙头的，你代表的地位也是蒙头的。
你乃是在宇宙里作代表。姊妹乃是在这里
向着世界宣告说，世界上所有的人在基督
面前是如何。蒙头虽是小事情，却是大见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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