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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3月19日周六上午闫励姊妹如期在会所受浸，过程很喜乐。共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参加，她先生和二个孩子都到场，并且穿戴整齐， 

 大女儿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她准备4月10日在哥大受浸。感谢主！ 

 2.  经弟兄们交通，决定全召会于5月1日全面恢复在会所的实体主日聚会。 

 3.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牵动了我们弟兄姊妹们的心，根据最近的报道在整个乌克兰，大约有50个教会和1000多位圣徒, 圣徒们在目 

 前的冲突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请弟兄姊妹们继续为乌克兰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为他们的安全和平安的撤离祷告，他们与我们同为 

 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也一同受苦。  弟兄姊妹们有负担想为乌克兰圣徒的需求提供捐助的可以在给会所的奉献单  上标明专项为" 

 乌克兰"。 

 4.  2022年国际长老暨同工训练于4月1-3日网上举行。报名截至日是3月18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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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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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0-11:16节  第一辑 第三篇 到荣耀里去的路径  一日，當你 新詩發表  惟一最愛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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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2  91  7  0  24  31  29  20  11  9 

 3/13/22  89  7  0  22  28  32  24  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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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书读经指引】 

 日期  星期  书名  经节  重点经节 
 和注解/串珠  小主题/思考问题  生命读经 

 3/21  一  林前  10:1-4  10:3-4  以色列人的豫表 
 吃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 

 生命读经:（林前） 

 第四十七篇　以色列 
 人的豫表 

 第四十八篇　长大达 
 到完全据有并享受基 
 督 

 第四十九篇　主的筵 
 席（一) 

 第五十篇　主的筵席 
 （二) 

 第五十一篇　正当的 
 吃 

 3/22  二  林前  10:5-13  10:12-13  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神并不喜悦 

 3/23  三  林前  10:14-18  10:17-18  保守主的筵席脱离拜偶像 

 3/24  四  林前  10:19-22  10:21  主的筵席和鬼的筵席的分别 

 3/25  五  林前  10:23-11:1  11:1  吃与享受,   四个原则 

 3/26  六  林前  11:2-16  11:3  对付蒙头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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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心得分享】哥林多前书10-11:16节 

 林前十章一至十三节是神话语中特别的一段，这段话是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为背景所写的。如果我们要领会，保罗为什 

 么在十章一至十三节再次说到以色列人作为豫表，我们就需要记得，九章是与保罗本人有关的一段插进的话，十章一 

 至十三节是本段插进的话的延续，我们看过，在九章保罗陈明自己作为纯净、忠信之人的榜样。我们若以基督为我们 

 的生命，并实行与祂成为一灵，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纯净、忠信。保罗陈明自己作为正面的榜样以后，就用以色列人 

 作反面的榜样。他这样作，乃是向哥林多人发出警告的话，并指明他们该效法他这正面的榜样，不要效法以色列人那 

 反面的榜样。 

 在十章一至二节保罗说到受浸归了摩西─基督。照着保罗对圣经寓意的解释，过红海就是受浸。他甚至说以色列人受 

 浸归了摩西。毫无疑问，摩西该视为基督的豫表。他们是在云里，也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而我们是在那灵里，在 

 水里受浸归了基督。我们受浸时，那灵和水都围绕我们。云表征那灵，这与生命有关；海表征死水。因此，受浸是生 

 命与死的事，包含将旧造治死，使我们在生命里有新生的起头。三至四节说到灵食和灵水，前者指吗哪，（出十六14 

 ～18，），后者是指流自裂开磐石的活水，（出十七6，）。为着神的选民被击打、裂开、流出活水的磐石，（出十七 

 6，）乃是物质的磐石；但使徒称之为灵磐石，因它豫表那被神击打、裂开，流出生命的水，（约十九34，）以解信徒 

 干渴的基督。因此使徒说，那磐石就是基督。它既是表征基督的灵磐石，就能随着以色列人。这指明作真磐石的基督 

 ，乃是随着祂的信徒。 

 林前十章一至四节是从积极一面说到以色列人，但五至十一节是从消极一面描绘他们。在五节这强烈警告的话里，保 

 罗  说  ，  “但  他  们  大  多  数  的  人  ，  神  并  不  喜  悦  ，  因  此  他  们  倒  毙  在  旷  野。”  接  着  保  罗  对  哥  林  多  的  圣  徒  即  生  在  诸  世  代  终  局  的  人 

 发出以下的警告使他们避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做神不喜悦的事而失败：一是叫他们不作贪恋恶事的人，神呼召以 

 色列人的目标，乃是要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享受那地的丰富，使他们能建立神的国，并在地上成为神的彰显。然而， 

 他们虽然都藉着逾越节蒙了救赎，脱离了埃及人的暴虐，并被带到神的山，接受神居所─帐幕─的启示，但因着他们 

 的恶行和不信，他们几乎全数倒毙在旷野，无法达到这目标。（来三7～19。）。二是不要作拜偶像的人，以色列人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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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滥喝，与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有关。（出三二1～6。）使徒这里的话，含示哥林多人不得当的吃祭偶像之物，也 

 多少与拜偶像有关。八节继续说到第三件事就是不要行淫，“我们也不要行淫，像他们有些人行的，一天就倒毙了二 

 万三千人。”行淫总是随着拜偶像，（民二五1～2，）因此这里同时说到这两件事。无疑的，这里含示在哥林多信徒 

 中间也存在着这两件恶事。因此，林前五至十章主要是对付这两件事。第四第五件分别是不要试探基督，也不要向主 

 发怨言。在十二节保罗说出第六个警告，“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使徒基于五至十一节的警戒 

 ，警告哥林多人不要自以为站得稳，没有以色列人倒毙的危险。这里的“跌倒”一辞，指失败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跌 

 倒、死去。（5，8。）有些哥林多的信徒，因着得罪主的身体，的确跌倒、死去。（十一27～30。）。 

 接在前面经文所给强烈的警告之后，保罗在十三节的话对哥林多人乃是安慰鼓励和改正，神在祂的信实里，必不容任 

 何试诱临到我们，过于我们所能受的，祂必随着试诱，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这是何等的安慰！ 

 在林前十章十四至二十二节，保罗说到保守主的筵席脱离拜偶像。在十四至十八节，他说到主的血和主的身体的交通 

 ，在十九至二十二节，他说到主的筵席和鬼的筵席的分别。在十章十六节保罗说到基督之血和身体的交通；在十八节 

 他说到与祭坛交通的人；在二十节他说到与鬼交通的人。然后在二十一节他继续说，“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 

 杯；不能有分于主的筵席，又有分于鬼的筵席。”这里我们看见有两种筵席：主的筵席和鬼的筵席。有分于筵席就是 

 吃筵席。喝主的杯，有分于主的筵席，使我们与主联合为一。喝鬼的杯，有分于鬼的筵席，使我们与鬼成为一。我们 

 有分于基督，就使我们众人成为祂的一个身体。我们众人所分受的这位基督，把我们构成祂的一个身体。所以在十七 

 节保罗有力的说到一个饼和一个身体：“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这 

 一个饼，乃是象征基督那是一的身体。我们众人是这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我们一同分受这一个饼， 

 使我们众人成为一。赞美主！在二十二节保罗结束十章这段话，说，“我们可惹主的妒忌么？难道我们比祂还强 

 么？”主是忌邪的神，（出二十5，）拜偶像是祂最憎恨、最恨恶的。我们若有分于鬼的交通，与鬼成为一，就要惹动 

 主的妒忌。因此，我们必须逃避拜偶像的事。（林前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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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章二十三节至十一章一节是关于吃祭偶像之物这段的结语。在这些经文里，保罗说到正当的吃。我们看过，保 

 罗将我们对主筵席的享受，比作那些吃祭物，因而成为与祭坛交通之人的以色列人的享受。（18。）我们需要对这事 

 实有深刻的印象：吃与享受有关。我们若享受基督以外的事物，在神看来，那享受就是拜偶像。我们需要简化并净化 

 我们的享受，使我们只享受主自己。我们若将六章十二节和十章二十三、三十一节放在一起，就看见四个关于信徒行 

 事为人的原则。第一，凡事信徒都可行，但他们所行的必须都有益处。这就是说，事情必须有利，就是不使人遭受任 

 何亏损。第二，无论那一件，信徒总不可受它的辖制。第三，信徒所行的事，都必须建造别人。第四，信徒所行的， 

 必须为荣耀神而行。（十31。）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吃。 

 最后在林前十一章二至十六节我们看到保罗对付蒙头的事，在三节保罗说，“我且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蒙头是哥林多第七个难处。一至十章所对付的前六个难处，可视为一组，是关于 

 为人生活范围里的事。十一至十六章所对付的后五个难处，为另一组，是关于神行政范围里的事。第一是关于基督与 

 神在神圣行政里的作头问题。在以弗所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基督乃是向着祂的身体，召会，作万有的头。这里基 

 督作各人的头，是关于个人的。基督是团体身体（召会）的头，（弗五23，）也是个别信徒的头；祂是我们各人直接 

 的头。使徒对付哥林多人在神行政上的难处时，首先关切的是基督与神的作头问题。在召会中需要蒙头，原因是蒙头 

 与神的作头有关。这是保罗在十一章三节那样说的原因；他告诉我们，他愿意我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 

 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因此，蒙头与在神行政里的作头有关。在宇宙中，尤其在神的行政管理中，是有次序的。神 

 是基督的头，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在召会聚会中，姊妹该蒙头，表征我们承认神的权柄，尊重 

 祂的作头，并且我们不是背叛神的人。反之，我们绝对服从祂，并藉着蒙头表明这点。然而，虽然五十多年来这一直 

 是我们的实行，但我们从未强迫任何人这样实行。我们不愿使蒙头仅仅成为外面的形式。但圣经启示召会该有这样的 

 记号，宣告我们是在神的作头之下的人，这乃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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