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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国殇节特会信息：
国殇节特会信息：属天的异象
第四篇

己的异象
第四篇信息题目解读：前三篇信息里我们都接受一个奇妙、荣
耀、激励我们的异象。乃是关乎这一位奇妙的基督与祂的召会，
就是祂的身体。第四篇信息里我们来到一个好象不是那么激励，
不是那么鼓励人的异象，乃是对于己的异象。基督与召会的异
象，召会作身体这个异象乃是属天异象的心脏，也就是属天异
象主要的内容。但是，这个基督与召会属天的异象要能够作到
我们的里面，要被构成到我们全人里，我们就需要今天所看见
的这个异象，就是己的异象。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我们需要看见己的异象，好使己被暴露。这并不是象说讲到一
些罪或罪的行为，或者属世的享乐。那些多少是显而易见，容
易被指出的。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最隐藏，甚至是我们毫
不自觉，在基督徒生活所有的。我们经常对罪更有感觉，我偷
了一些东西，我说了一些坏的话，我有些坏的思想，我们是很
即刻就看得见的；我爱世界，我爱世界的娱乐，这些显而易见
的；然而己却是最隐藏的，也是最不容易让我们来辨明，来指
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负担之一乃是借着这样的说话，主能
够暴露己，这个己需要被暴露。当我们看见己真是什么的时候，
因着祂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否认己。你不能说，我要否认己，
却甚至不知道我的己是什么。如果我没有看见己是什么，就没
有办法否认他。所以，己首先需要被暴露，然后被否认。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我们来看马太十六章主和彼得的对话。这一章在新约里面是非
常重要的一章，因为在这里，在这一章里面，主第一次向祂的
门徒揭示祂是谁。祂问祂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彼得第一次
说一些对的话。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这是太好
了！在这之前，人总是以为主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个
拿撒勒人，但是因着父的启示，彼得说了一些美妙的话。他说，
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几处经节之后，主就开始指示祂
的门徒，祂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
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到了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祂
到一边，责劝祂说，主啊，神眷怜你，这事绝不会临到你。”
彼得以为他是在鼓励主，以为他是在这里安慰主。但请听，主
怎么说。二十三节，“祂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
面去吧！你是绊跌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
事。”这位耶稣一点都不慈祥，不良善，祂根本不顾到彼得的
关心，祂也不顾彼得好象想要安慰祂的话。主所看见的，乃是
从彼得所说的话那个后面的源头是什么。那个源头就是撒但。
所以，立刻，主就指出，彼得，就在这个时刻，你乃是与撒但
是一，你甚至就是撒但自己。在这里，我们看见己被暴露出来。
彼得带着他的好心好意被暴露了，其实那就是撒但在他的意见，
在他的想法，在他的观念里被表达出来了。在这个事之后，在
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
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
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
。

太十六 21 ～ 26
16:21 从那时候，耶稣才指示祂的门徒，祂必须往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16:22 彼得就拉祂到一边，责劝祂说，主阿，神眷怜你，这事
绝不会临到你。
16:23 祂却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面去罢！你是绊
跌我的，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只思念人的事。
16:24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否认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
16:25 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凡为我丧失
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
16:26 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
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魂生命？

：从主耶稣责备彼得的事例中，你认为彼得的己表现在哪

问题

里？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结合马太福音十六章和创世记三章的记载，我们可以对己有如
下的总结：己是撒但的具体化身；己是魂里撒但的素质，使魂
向神独立，发表魂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意志。己的来源乃是撒
但将他的思想注射到人的心思里。当属撒但的东西加到魂里，
魂就成了己；那加到魂里的东西，就是撒但的思想或心思。己
就是魂加上撒但的心思。我们若看见己的异象，就会看见己是
什么，己就是那向神宣告独立的魂。由于堕落，神所造的魂向
神宣告独立。人将撒但的思想、主意接受到他的魂里，结果人
的魂就成了向神独立的己。魂特别在意见和意志上是向神独立
的。己是在魂里属撒但的东西，借着意见得发表。我们有意见
作为己的化身和表显，只因为我们向神独立；我们越向神独立，
我们就越有意见作为己的表显。每当我们凭自己作事而不倚靠
神时，我们就在己里。
创世记第三章（
第三章（从略）
问题：从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来看，人的魂和己的关系是怎样
的？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我们来看己和基督身体的关系。拦阻人看见身体的异象并实行
身体生活的，乃是己。歌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
基督祂是身体的头。二章十八节，“不可让人凭故意卑微，并
敬拜天使，所作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骗取你
们不享受基督。甚至在这里，这里有人凭故意卑微、敬拜天使，
所作反对你们的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留恋於所见
过的，随著自己肉体的心思，徒然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本
於祂，全身借著节和筋，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就以
神的增长而长大。”在这里，他们“……私意敬拜，自表卑微
和苦待己身上，确有智慧之名，但在克制肉体的放纵上，却是
毫无价值。”在实行召会生活里，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个活动那
个活动，最主要的是在召会生活里就是我们要持定元首，要尊

重元首的权柄。当保罗在这里摸到这里所谓的故意谦卑，人己
的所有的敬拜。的确，在召会生活中需要卑微，需要谦卑，我 的背著我的十字架。我们需要留在祂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我们
们都需要要有对主真正的敬拜。但是保罗却说，这里有人教导 需要留在基督十字架的模子、模型之里面，能够模成祂的死。
人凭故意谦卑，甚至自己的这个敬拜，私意的敬拜。甚至人可 腓三 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
谓谦卑，但是却是故意的谦卑，有人在这里敬拜，却完全是私
意的敬拜。这个敬拜却可以满了己，自表谦卑，这个谦卑是己 通，模成祂的死，
的表现。
问题：你有没有背负十字架的经历？是苦还是甜？
西二 18 不可让人凭故意卑微，并敬拜天使，所作反对你们的
近期大事
判断，骗取你们的奖赏；这等人留恋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肉
1. 12/20 晚，全召会举办了甜美的爱筵和福音聚会，有 2
体的心思，徒然自高自大，
23 这些事在私意敬拜，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上，确有智
位姊妹受浸归入主名：董晓娟，周子颜。感谢主！
慧之名，但在克制肉体的放纵上，却是毫无价值。
2. Ben/Naomi 于 2/19 日喜得老三（女）
3. 冬季训练将于 12/22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本召会有十
问题：你怎么看待私意敬拜，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这样的事情？
多位圣徒前往参加。请代祷！
4. 本地冬季训练的录影训练安排如下：
12/23，8 pm 第 1 篇，24 日 8 pm 第 2 篇；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12/27，9-12 am 第 3，4 篇，28 日 1pm 第 5 篇
如何否认我们的己？否认己首先就需要我们承认、肯定一个事 29 日，30 日，31 日 8 pm 分别为第 6，7，8 篇，
实，那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当主耶稣在十字架 1/1/15
，9-12 am 9，10 篇，3 日 9-12 am 11,12 篇
上被钉死的时候，祂不仅单独的在那里死了，祂不仅带著我们 地点在会所，欢迎参加
的罪作为神的羔羊而死，当祂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你和我
都与祂在那里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已经与 新受浸的新人
新人
基督同钉十字架。当基督死了的时候，我们也与祂一同死了， 新受浸的
姓名
受浸日期
受浸地点/见证人
这就是一个确定的事实，两千年前已经成就了。如果你知道事
实，你站在这个事实上，你就能够否认己。这个己已经与基督 董晓娟
12 月 20 日
会所 / 常志向
同钉十字架了。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看见这个事实，我们 周子颜
12 月 20 日
会所 / 赵儒林
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与这个事实站在一起。借著与这个事实站 林国栋
11 月 28 日
9 号 / 林建
在一起，我们就否认己，并且愿意舍弃我们的魂生命。这也就 王林山
11 月 27 日
9 号 / 吕军军
是否认己的实际。
王华宇(Martin) 11 月 26 日
会所 / 刘东弟
WW1
11 月 22 日
加拉太二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俞吾君
Princeton
11 月 22 日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 陈晓阳
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祂联结所活的，祂是爱我，为我舍了自
其它报告
己。
1. 晨兴追求：2014 国殇节晨兴圣言第三篇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借著站在否认己的事实上，我们同时需要拿起、背起我们的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十字架。什么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
主耶稣自己祂背起了十字架，从祂年幼从出生开始，经过在 代祷事项
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时候，直到祂人生路程的末了，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的时候，但祂一生却是背负十字架的人。祂从祂的家人 1.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明年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受苦，从祂的门徒受苦，祂在这里背这个十字架，最终是被钉 2. 请圣徒为 Anaheim 冬季训练和参加训练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在十字架上。当祂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祂就把我们与祂 3. 请圣徒为初信成全祷告。
一同带在一起，我们乃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著我们来说， 4.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我们是从十字架开始，与祂同钉十字架之後，开始就过一种背 5.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十字架的生活。那意思就是，要留在祂的死里，那个意思就是， 6.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要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 7.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人，带头
享受主，服事召会。
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所以，要背十字架的意思就不是只要我们受苦而已。这乃是 8.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
基督徒许多错误的观念之一。十字架的目的不是要你受苦，十 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字架的目的是要你死，要杀死你，是要了结你。人把主耶稣放 9.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此牧养与
在十字架上，不是要祂受苦而已，乃是要把祂钉死，要了结主 实行，继续代祷。
耶稣。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叫你受苦而已，乃是要把你什麽？带 10.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到死，叫你死。一个真正的十字架的背负都是满了喜乐，不是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生活的
咬牙切齿要展示给别人看，哦，我受了多少苦，我是多麽忠信 11.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