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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已过的周六（7/30）晚上，在会所举行了欢送Camelia的爱宴，有丰富的饭食和属灵的供应。愿主祝福她即将参加的两年全时间训练。 

 2.  在KPCC的中学生暑期真理成全训练：高中生 8/1-8/7； 初中生8/8-8/12。请圣徒们为这样的训练向主祷告，求更多的年轻一代被主得 

 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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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圣徒们为召会身体上有病痛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贾姊妹妈妈（张姊妹）的癌症治疗和可能的手术、李鹏弟兄的癌症治疗、石缅姊妹 

 的术后康复以及董志忠弟兄的局部感染治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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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p=pp_url  负责 

 弟兄：张德新和孙火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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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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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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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三：12-四：18  第九篇：  三次祷告的原则  大本诗歌 第425首 我是受造的瓦器  大本詩歌第432首 神的自己照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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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22  109  9  5  28  67  35  12  12  11 

 7/31/22  25  34  11  11  12 

 【哥林多后书结晶读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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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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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E7%AC%AC%E4%B9%9D%E7%AF%87%E3%80%81%E4%B8%89%E6%AC%A1%E7%A5%B7%E5%91%8A%E7%9A%84%E5%8E%9F%E5%88%99.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OyUQZXnc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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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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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一  林后三：12-13  林后3:12, 来3:6  使徒们有怎样的盼望就大大地放胆？ 

 林后：生命读经 

 第八篇新约的执事（一） 

 第九篇　新约的执事（二） 

 第十篇新约的执事（三） 

 第十一篇新约的执事（四） 

 8/2  二  林后三：14-17  林后3:16  以色列人的帕子如何除去？ 

 8/3  三  林后三：18  林后3:18注7  我们如何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 

 8/4  四  林后四：1-6  林后4:5注2  使徒们因蒙神的怜悯，在良心里行事，将真 

 理显扬出来？我们自己的行事如果？ 

 8/5  五  林后四：7～15  林后4:10,12  什么是耶稣的治死？ 

 8/6  六  林后四：16-18  林后4:16注1  我们如何更新里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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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implified.lsmchinese.org/lifestudy/2cor05.html
https://simplified.lsmchinese.org/lifestudy/2cor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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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分享】 

 哥林多后书 三：12-四：18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先说到职事，然后说到执事。在二章十四节，他将职事比喻为凯旋的行列，庆祝基督的得胜。接着他说 
 到那职事的功用与资格，及其荣光与卓越。在三章十二节至七章十六节，保罗说到新约的执事。按照三章十二至十八节所 
 说，这些执事是为主以祂作赐生命并变化人的灵所组成的。在这几节圣经中，论到那灵的这两方面。我们若认识那灵赐生 
 命以及变化人这两方面，就会看见新约执事的组成。这些执事不是仅仅受了训练或教导，他们乃是被组成的。 

 壹　为主以祂作赐生命并变化人的灵所组成 

 一　他们的盼望与胆量 

 我们读出埃及三十四章的时候，对这件事所留下的印象可能是积极的。但是在林后三章，保罗对帕子的解释不是积极的， 
 而是消极的。照保罗的解释，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是因为他害怕以色列子民看见荣光的渐渐废去。废去的意思就是了 
 结。因此，根据保罗的领会，摩西知道他脸上的荣光持续不了多久。就这一面意义说，摩西毫无盼望；他惧怕、罣虑。但 
 是保罗在十二节说，新约的执事满有盼望，因为新约职事的荣光是长存的。使徒们因有这样的盼望，就大大放胆。今天对 
 我们来说，原则也是一样。我们能见证，我们越将基督供应给人，我们就越放胆。 

 二　他们被组成的过程 

 林后三章十六节说，『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根据十五节来看，『他们的心』必定是指以色列子 
 孙的心。这指明帕子还留在他们心上时，他们的心是远离主的。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事实上，他们 
 偏离的心就是帕子。把心转向主，就是把帕子除去。那些被组成的使徒，乃是心转向主的信徒。大数的扫罗就是这样的信 
 徒。当他在往大马色去的路上，主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的心立刻不自觉的转向主，呼喊 
 说，『主阿，你是谁？ 』（徒九5。）他虽然不认识主，却称祂为主。主向扫罗显现，扫罗也呼求主之后，他就看不见了。 
 已往他是个宗教领袖，带领别人逼迫召会。但是他呼求主名以后，需要人来引领他。主耶稣告诉他要进城去，他所当作的 
 事，必有人告诉他。 （6。）后来，亚拿尼亚到他那里去，他眼睛上好像有鳞掉下来。这指明帕子除去了，他得着了光。因 
 着大数扫罗的心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这人接受的光太大了！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因得着这光的照耀而写的。保罗接受 
 这么多亮光的原因，乃在于一个因素：他的心转向主，帕子就除去了。林后三章十七节说，『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 
 那里，那里就有自由。 』而且，或，还有，此外。在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之外，还有主就是那灵，要赐给我们 
 自由。主既是那灵，心一转向祂，帕子就除去，心也就从律法字句的辖制下得了释放。保罗在林后三章十八节继续说，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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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这里的『但』指明我们信徒与以色列人不同。他们有帕子遮蔽，但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好像镜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主同样的形像，从荣耀到荣耀。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返照 
 主的荣光，祂就用祂的所是及所作的元素，灌注我们。因此，我们就借着祂生命的大能，凭祂生命的素质，渐渐新陈代谢 
 的变化，而有祂生命的形状；并且主要的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罗十二2，）渐渐变化形像，成为祂的形像。渐渐变化， 
 指明我们是在变化的过程中。 

 贰　行事为人为着照耀基督荣耀的福音 

 在我们来看新约的执事怎样行事为人以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他们行事为人的目标、方向和目的。他们的行事为人乃是受一 
 个目的所规范和控制，就是要照耀基督荣耀的福音。他们的行事为人，是为使基督的福音能借着他们，并从他们里面照耀 
 出去。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目标与目的。他们不仅传福音，更是将基督荣耀的福音从他们身上照耀出去。 

 一　他们的行事为人 

 保罗在四章一节说到『这职事』。这是指二章十二节至三章十八节所描述的职事，就是基督所有的使徒共有的惟一职事。 
 他们人数虽多，但只有一个职事，就是为著成就神新约经纶的新约职事。使徒一切的工作，都是要完成这惟一的职事，将 
 基督供应人，以建造祂的身体。使徒们行事为人的第一方面是他们不丧胆。我们的良心必须能向天使及鬼魔宣告，我们并 
 没有任何可耻隐密的事，我们乃是透彻明净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神面前将自己荐与各人的良心，好表明真理。这里的真 
 理乃是神话语的另一说法，（约十七17，）意即实际，指神话语中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其中主要的是基督，祂是神一 
 切事物的实际。将真理显扬出来，是指使徒活基督。他们活基督，基督就是真理，（十四6，）因此他们将真理显扬出来。 
 基督从他们活出来，真理就在他们身上显扬出来。 

 二　基督荣耀福音的照耀 

 保罗在三节继续说，『如果我们的福音真的受蒙蔽，也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 』在有些人身上，福音为老旧观念，特别 
 为律法观念所蒙蔽。 （三14～15。）原则上，凡拦阻人领略基督福音的，如哲学、宗教、文化传统等，都是帕子。因此， 
 传扬基督必须揭开这些帕子，正如我们摄影时，要从镜头拿开镜盖，才能拍摄景物。五节说，『因为我们不是传自己，乃 
 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作你们的奴仆。 』『因为』说明使徒的福音，就是他们所传基督之荣耀的福 
 音，为何不该受蒙蔽，因为他们不是传自己，高举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万有的主，也传他们为耶稣的缘故，作信徒的 
 奴仆，像耶稣一样；祂是主人，却作奴仆来服事人。 （太二十26～28。）保罗在七节说，『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 
 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神照在我们心里，带给我们一个宝贝，就是那是神的具体化身，作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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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生命和一切之荣耀的基督。但我们盛装这宝贝的，却是没有价值且脆弱的瓦器。无价之宝竟盛装在没有价值的器皿 
 里！这使没有价值的器皿成为新约的众执事，有无上宝贵的职事。这乃是借着在复活里的神圣能力。这超越的能力必是属 
 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宝贝，内住的基督，在我们这些瓦器里，乃是基督徒生活神圣供应的源头。作新约执事的使徒， 
 靠这宝贝超越的能力，就能过钉十字架的生活，使他们所供应基督复活的生命得以显明。因此，他们将真理显扬出来，（2 
 ，）使福音得以照耀。 

 参　靠着瓦器里宝贝的能力，活出钉死的生活，彰显复活的生命 

 一　在瓦器里的宝贝 

 七节整节说，『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超越』或作超绝，优越 
 ，极大。我们是瓦器这个事实，就证明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我不过是瓦器，卑 
 贱、毫无价值。在我自己里面，我是罪恶、堕落、卑贱的。这样一个人怎能将真理显扬出来，将福音的荣耀照射出去？我 
 没有能力作这事。超越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属于神。我虽然是没有价值的瓦器，但神却将这宝贝照进我里面。现在这 
 宝贝成了能力的源头，使我有动力，能将神的荣光照耀出去，也把真理显扬出来。 』 

 二　钉死的生活为着彰显复活的生命 

 从四章八节开始，我们看见使徒们不是过荣耀的生活，乃是过钉死的生活。过钉死的生活乃是过一种被磨碾的生活，就像 
 谷粒摆在磨石之下被压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过着被磨碾的生活。祂的母亲、兄弟、所有的门徒、反对祂的人、 
 逼迫祂的人都像磨石一样。主耶稣乃是天天受磨碾。每天继续不断磨碾的工作，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就是使耶稣的生命， 
 可以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这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主耶稣甚至在钉十字架以前，就活出复活的生命。祂在地上所活的， 
 乃是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可以对抗被治死。保罗在十五节宣告：『因为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典借着更多的人而 
 增多，使感谢洋溢，以致荣耀归与神。 』根据上下文，恩典就是那活在使徒里面，作他们生命和生命供应的基督，叫他们 
 过钉十字架的生活，好显明复活的生命，使他们能完成他们为着神新约的职事。使徒们一直经历杀死，生命就不断分赐到 
 别人里面，好叫恩典借着更多的人而增多；结果使感谢洋溢。保罗不在意苦难，因为知道他如果被杀死，生命就会分赐给 
 许多人，这生命要成为他们的恩典。结果，众人都将感谢归给神。这是使徒们所过的生活，就是钉十字架的生活，借着瓦 
 器里宝贝的超越能力，彰显复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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