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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会近期大事与祷告事项】 

 1.  为方便圣徒对诗歌的追求，主日的早上9:00~10:00在会所有为诗歌的学唱和享受的诗歌班，盼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可以加入并一同享受诗歌的丰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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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石缅姊妹的术后康 

 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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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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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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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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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后八、九  第十二篇、神的话一进来就发出亮光  補充本120 主活在我里面  大本詩歌135 哦愿我有千万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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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22  96  17  16  30  33  26  10  7  9 

 8/14/22  110  14  28  32  36  33  12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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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nfXPDgkNOBu1UOQ8l4DLNJ-lCAyr7f2M8ZzP4HLM9kKly0A/viewform?usp=pp_url
mailto:TheChurchInHamiltonNJ@GMAIL.COM
http://recoveryversion.com.tw/gb/read_List.php?f_BookNo=47&f_Chapter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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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E7%AC%AC%E5%8D%81%E4%BA%8C%E7%AF%87%E3%80%81%E7%A5%9E%E7%9A%84%E8%AF%9D%E4%B8%80%E8%BF%9B%E6%9D%A5%E5%B0%B1%E5%8F%91%E5%87%BA%E4%BA%AE%E5%85%89.htm
https://www.hymnal.net/zh/hymn/ts/120pxLuh8
https://www.hymnal.net/cn/hymn/ch/1353LRQVA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619期】 主后2022年08月22日-2022年0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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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一  林后八：1-8  林后八:7节 注1  来自四方的恩典 

 林后：生命读经 

 使徒关於供给缺乏圣徒的 

 交通（一~四） 

 8/23  二  林后八：9-15  林后八:15节注1  “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8/24  三  林后八：16-24  林后八:20节注1  留心作善美可敬的事 

 8/25  四  林后九：1-5  林后九:5节注2  给与成为祝福，不成为贪婪 

 8/26  五  林后九：6-12  林后九:10节注1  为着收获义果而撒种 

 8/27  六  林后九：13-15  林后九:13节注2  难以形容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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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分享】 

 林后第八~九章：  使徒关于供给  缺乏圣徒的交通 

 在六章、七章是关于保罗和好职事的工作，八章、九章是说到供给缺乏圣徒的职事。若没有六至七章 
 所描述和好的职事，就不可能有八至九章所陈明供给缺乏圣徒的职事。因此，这两章中的职事是前两章和 
 好工作的结果。这意思是说，我们若要合式的供给有需要的圣徒，就必须与神和好，完全被带回归祂。我 
 们必须是活在神里面，与神之间没有间隔的人。记载在八章和九章中供给缺乏圣徒的职事，是极为特别 
 的。我们若要尽这特别的职事，供给世界别处缺乏的圣徒，就必须有和好的生活，就是与神完全和好的生 
 活。因此，我们不该把这几章圣经看作是分开、孤立的。表面上，八章、九章的主题与六章、七章不一 
 样。事实上在保罗的思想里，这几章是连贯的。哥林多的信徒因着保罗和好的职事，被带回归神、悔改、 
 并得着更多的拯救。然后到了八章一节，保罗就说，“还有，弟兄们，我们把神在马其顿众召会中所赐的 
 恩典告诉你们。”这里的“还有”，指明一些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当时的气氛和条件，都可以让著者说一些 
 更进一步的话。因此，保罗就说到神在马其顿众召会所赐的恩典。他的目标是要哥林多的信徒在供给缺乏 
 圣徒的事上有分。在这里，保罗不是仅仅谈到钱的事，他乃是说到神的恩典，满了灵，满了生命。保罗在 
 这几章里所写的，满了属灵的分量。我们仔细读八章一至十五节，就会看见这里所说的恩典是： 
 壹、来自四方来的恩典 

 来自神，来自施与的人，来自使徒，并来自基督。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四重的恩典：神的恩典、施 
 与者的恩典、使徒的恩典、基督的恩典。神的恩典：在八章一节，保罗题到神在马其顿众召会所赐的恩 
 典。这恩典就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45，）在复活里，把经过过程的神带进我们里面 
 ，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马其顿的信徒靠着这恩典，就是基督复活的生命，胜过短暂不定之财富的 
 霸占，慷慨的供给缺乏的圣徒。在林后八章二节继续说，“就是在患难中受大试验的时候，他们充盈的喜 
 乐，和极深的贫困，汇溢出丰厚的慷慨。”当时马其顿人正在患难、受苦之中。但这患难对他们是一个试 
 验，试验他们能蒙神多少称许，结果就是他们在患难中蒙称许。在马其顿人身上，他们充盈的喜乐和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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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汉密尔顿召会周讯【第619期】 主后2022年08月22日-2022年08月28日 
 的贫困，“汇溢出丰厚的慷慨。”在原文，慷慨这辞也用以表示单一、单纯。（见一12，罗十二8。）慷慨 
 就是在给的事上大方、不吝惜。马其顿的信徒虽然很穷，却很慷慨，所以他们有丰厚的慷慨。三至四节保 
 罗继续说，“我可以见证，他们是按着能力，而且也过了能力，自愿的多方恳求，向我们要求这供给圣徒 
 的恩典和交通。”马其顿人能这样作，是藉着神的恩典，藉著作为赐生命之灵、内住在他们里面的复活的 
 基督。是这样的恩典在他们里面运行，使他们能胜过玛门和财物，并运用这些财物，以完成神的定旨。 
 使徒的恩典：在四节，马其顿的信徒恳求使徒，让他们能在供给缺乏圣徒的这恩典上有分（有交通）。不 
 是人要求他们，乃是他们自己恳求，要在这事上有分。他们认为这是恩典，要使徒准许他们这样有分。实 
 际上，保罗不是募捐的人。他乃是把属物质的供给变成属灵的，使其满有生命、那灵和建造。马其顿人要 
 这样满有生命的有分于物质的供给，就需要使徒的恩典，使徒的恩惠。没有这恩典，马其顿对缺乏信徒的 
 供给，就只是物质的，不可能是满了生命的属灵供给，也不可能建造基督的身体。但在使徒们的职事下， 
 财物的供给成了属灵的事，满了生命和造就。 
 施与的恩典： 

 保罗在六节七节说到“为你们完成这恩典，像完成其他的事一样。”“但你们当在这恩典上也充盈满溢， 
 像你们在凡事上...并在那出于我们而在你们里面的爱心上，都充盈满溢一样。”六节的恩典是指捐献的行动 
 ，这行动是出于爱。而在信徒里面的爱心，是从使徒注入的。在供给圣徒的交通里，使徒说到：神的恩典 
 ，赐给并激发马其顿的信徒，使他们能慷慨的供给；使徒的恩典，准许信徒在供给缺乏圣徒的事上有分； 
 信徒的恩典，供给缺乏者物质的东西。这指明信徒把财物献给主，不论是为着甚么目的，都绝对该是恩典 
 的事，而不该是人的策动。 
 基督的恩典： 

 保罗在九节接着说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祂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祂 
 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这对我们乃是恩典。同样的原则，我们 
 为别人的缘故，愿意奉献财物，这对他们也是恩典。事实上，主耶稣若不成为贫穷，我们就不能得着祂作 
 我们的恩典。假如主耶稣没有进到人性里，祂怎能成为我们的生命？祂怎能成为恩典，在我们里面运行、 
 激发、加力并供应，使我们完成对缺乏圣徒的供给？这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从主耶稣接受恩典。然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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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就能使我们作主耶稣所作的事，就是为别人成了贫穷。即使我们在极贫困之中，我们仍然有一些东西 
 ，与缺乏的圣徒分享。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生命，叫我们能为别人成为贫穷；我们外面也都有可以效法的榜 
 样。让我们接受这恩典。 

 我们要有供给缺乏圣徒的职事，就需要从神、从使徒、并从主耶稣基督接受恩典。我们接受了这三重 
 的恩典，就能在恩典里把物质的馈送供给人。我们物质的馈送应当是属灵的，满了生命，并能造就圣徒， 
 建造基督的身体。这需要我们在奉献财物给主的时候，有把握我们是在灵里，凭着生命作的，也是为着召 
 会的建造。 
 贰、留意作善美可敬的事 

 在处理钱财的事上，林后八章十六至二十四节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社会上大多数的问题都是与钱财 
 有关的，所以我们在处理钱财的事上，必须学习谨慎。我们没有一人能比使徒保罗更忠信、更属灵。但他 
 在钱财的事上是非常小心谨慎的。我相信保罗在钱财的事上，考虑相当周详。为这缘故，他与哥林多圣徒 
 交通到供给在犹太地缺乏圣徒的事之后，加上了十六至二十四节，指出有关处理钱财一些重要的事。我们 
 从这几节看见，保罗在供给缺乏圣徒的事上，向哥林多信徒推荐了几位弟兄。除了提多之外，还推荐了两 
 位弟兄给哥林多人，可以作为见证人。因为钱财极为魔鬼利用，诱使人不诚实；供给圣徒物质的东西，乃 
 与钱财有关。按照二十节保管大笔款项的责任会引起难处，或遭人责难，所以他行事非常谨慎。 

 保罗在二十一节说，“因为我们留心作善美可敬的事，不但在主面前，也在人面前。”这里的“留心”也 
 可译为，豫先为别人准备、设想。保罗领悟，供给缺乏的圣徒牵涉到大笔款项。他知道处理这么一笔款项 
 并不容易。所以他就在主和人面前，留意作善美可敬的事。我们也许认为圣徒在那笔款项上，不会有恶 
 念。圣徒自己可能不会有恶念，但是魔鬼却满了恶念，且潜伏在人里面。为这缘故，保罗豫先考虑这事， 
 好避免人的挑剔。在这几节中，保罗主要着重的，是他如何生活为人。 

 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接触到许多人，牵涉到很多事。在这一切的接触和所牵涉的事上，我们要把握一 
 个原则，就是凡事都要豫先有准备，考虑到别人对我们会有怎样的想法。凡事豫先有准备总是智慧的，因 
 为这会保守并保护我们。我们尤其应当在神和人面前豫先准备作善美可敬的事。 
 叁、给与成为祝福，不成为贪婪---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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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必须学习给与。给与就是收取。我们能收取多少吗哪，在于我们给与多少。主 

 耶稣在路加六章三十八节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量器，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 
 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节经文指明，我们若要收取， 
 若要得着甚么，就必须先给与。就像马其顿的信徒所实行的。 
 肆、为着收获义果而撒种 

 “还  有  ，  少  种  的  少  收  ，  多  种  的  多  收。  各  人  要  照  心  里  所  酌  定  的  ，  不  要  作  难  ，  不  要  勉  强  ，  因  为  神  喜  爱  乐  意  施 
 与的人。”每当我们带着祝福向别人撒种时，我们必从神收取祝福。不仅如此，我们所收的要远超过所撒 
 的；通常有三十倍，甚至百倍的收成。我们应当多种，才能多收；目标不是使自己富有，结果乃是对神生 
 出洋溢的感谢。我盼望在要来的日子中，许多圣徒能成为人对神感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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