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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青少年暑期真理学程：8月2至6日, 9日至13日  (详情请见 http://pursuewiththose.org)

2. 英文区圣徒们将于主日7月18日下午4:30-8:30在会所有相调。望弟兄姊妹们祷告记念，愿主保守祝福！

3. 2021年大专训练于7月21-25日在网上和线下同时进行，主题为《兴起并建造》请为服事者和大专生享受这样的训练祷告。

4. 关于财务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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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dison召会的会所已经全票通过听证会，9月份会过户。财务上Edison召会圣徒共摆出60万，还有20至30万左右的缺乏，希望交通给新泽西众

召会，请在祷告众记念，如有圣徒有负担，请奉献时写上为着Edison召会的会所购买，召会服事者汇总后会转给Edison召会。

【召会本周追求进度：圣经与诗歌】

召会申言聚会追求 初信造就五十题 路加福音 诗歌一 诗歌二

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

第二十二篇
赔罪与赔偿

第十五章
大本诗歌250

来啊，你这万福泉源

新诗

走你不知道的路

【召会人数统计】

Date

Lord’s

Day

Total

English Speaking

Children/YP/CS/Adults
Chinese Speaking Prayer

Meeting

Total

Tuesday Prayer Meeting

PreK-G2 G3-G5 YP CS Adults LH WW LH WW-D1 WW-D2 EN

07/04/21 113 15 7 10 2 20 29 30 34 12 5 5 12

07/11/21 116 15 10 10 0 21 32 28 32 10 5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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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读经指引】

日期 书名 章节 注解 重点对照经节 小主题 思考问题 生命读经 结晶读经

7/12
周

一

提

后
四章1-2 四1

注1注2 約五22，27 使徒的嘱咐 我们应当在何等情形下传道？

提摩太后书生

命读经第七

篇、对豫防者

的鼓励

三提书结晶

读经第12篇

公义的冠冕

和国度的赏

赐

7/13
周

二

提

后
四章3-4 四3

注1-3 背道的时候
为什么说发痒且转离的耳朵，是召会

更为败落的主因？

7/14
周

三

提

后
四章5-6 四5

注1，2 弗三8 提摩太─豫防者
，保罗-榜样 召会败落的趋势时使徒职事的原则

7/15
周

四

提

后
四章7-8 四8

注1，2 林前九25 赏赐─鼓励 主的显现给我们的严重警示？

7/16
周

五

提

后

四章

9-18
四18
注1

路加二三34
行传七60

在主的同在里

赦免人
召会败落的结果

第八篇　败落

的结果7/17
周

六

提

后

四章

19-22
四22
注1注2

腓立比四23
腓利门一25

主耶稣基督的恩

与你的灵同在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和“愿恩典与你
同在”之间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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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读经心得分享】

保罗在四章一节对提摩太说，『我在神并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度，郑重的嘱咐你。 』神
已将一切审判的事全交与基督，因为祂是人，祂是公义的审判者, 要在祂第二次显现时，在祂荣耀的宝座上审判活人，并要在
千年国后，在白色的大宝座上审判死人。这话证明保罗的生活、工作是以主的显现和祂的国度为鼓励、为目标。主的显现是为

着审判，要报应我们各人，主的国度是为着祂与得胜者一同作王。使徒不仅自己以这二者为鼓励、为目标，也凭这二者嘱咐他

所带领的提摩太，要忠信尽他话语的职事。

凭着主的显现和国度受嘱咐，是很有意义的事。我们是真基督徒，永远得救了，但我们如何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善尽我

们基督徒的职责？我们顾到神新约的经纶么？我们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身体生活，而在基督里借着那灵彰显神么？这些问

题值得我们留意，因为就着主的显现和要来的国度而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方式，就可能断定我们的将来。不要听迷信和肤

浅的教训告诉你，只要你得救了，主来的时候，你和祂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在审判台前遇见祂时，可能大有问题。每个在基

督里的信徒，每个真得救的人，都必须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祂审判，不是关于得救或沉沦，乃是关于赏赐或惩罚。因为这是

严肃的事，保罗就在神并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主的显现和国度嘱咐提摩太。

在提后四章二节保罗继续嘱咐:『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豫备好，用全般的恒忍和教训，叫人知罪自责，谴责人，劝勉
人。 』所传的道，包括提摩太从保罗和旧约所学习的。特别在召会败落的时期，真理之话的传扬是非常重要的。

在六至七节保罗见证他自己:『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
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在六节保罗指明他现在被浇奠作奠祭。奠祭乃是在利未记一至六章所启示的基本祭物之外附加的，基
本的祭物豫表基督的各方面，奠祭豫表献祭的人所享受的基督。基督这属天的酒充满献祭的人，甚至使他们成为献给神的酒。

使徒保罗因着这样享受基督，就成了这样的奠祭，使他能借着真正的流血被浇奠。这里被浇奠就是流血。现在被浇奠，指明这

过程已经开始。

在提后四章七节保罗题起三件事：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赛程，守住当守的信仰。正确的基督徒生活是三重的：为着神国的利益

，打那美好的仗，抵挡撒但及其黑暗的国度；为着照神永远的定旨完成神的经纶，奔跑赛程；为着在神的经纶里有分于神圣的丰

富，守住信仰。在此，保罗为我们立了合式的榜样。

保罗被主得着后，就开始奔跑属天的赛程，并且不停的奔跑，为要跑完这赛程。现今他终于得胜的宣告说，当跑的赛程他已经

跑尽了。为此，他要从主得着赏赐，就是公义的冠冕。八节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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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祂显现的人。 』冠冕象征荣耀，是在主的救恩之外，当作奖赏赐给奔跑赛程的得胜
者。这奖赏乃是本于公义并借着行为，不像救恩是本于恩并借着信。这样的奖赏要赏赐给信徒，不是照着主的恩典，乃是照着

主的公义；因此是公义的冠冕。这冠冕的赏赐者，乃是主这公义的审判者，不是怜悯的神或恩惠的救赎主。保罗确信这样的奖

赏已经为他存留，到主第二次显现的那日要赏赐给他。保罗说，这样的赏赐要赐给凡爱主显现的人。主的显现，主的回来，乃是

我们的警告、鼓励和激。我们应当爱主的显现，并以热切的期待和喜乐盼望这事。凭着主的显现，使徒嘱咐提摩太要尽他的职

事。

保罗所确信的公义冠冕是对豫防者的鼓励。我们若对真理健康的话忠信，并且我们若是忠信的豫防者，将神圣豫防剂的成分分

赐到今天的基督徒里面，使他们回转，完全认识真理，这赏赐就要在主显现的时候赐给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若对主的职事忠

信，就要得着公义的冠冕作我们的赏赐。

在十七节保罗见证:『惟有主与我站在一起,加给我能力,使福音借着我传得完全,叫一切的外邦人都可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
出来。 』狮子口是对恶事或恶人一种比喻的说法。可能在保罗受审的时候，有人极其残忍的对付他。保罗说到狮子口，也许是
想到这样一个人。在提后四章十八节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各样凶恶的事，也必救我进入祂属天的国。愿荣耀归与祂,直到永
永远远。阿们。 』这属天的国是我们父的国，我父的国，基督和神的国，以及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国是给得胜
圣徒的赏赐，等于提后四章八节公义的冠冕，作信徒奔跑属天赛程的激励。使徒保罗在十八节和八节所说的,证明他也是受到
这赏赐的激励。保罗有把握得胜的宣告，他必得救进入这属天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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