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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全召会和来自新泽西各召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相调，
在会所附近的滑冰场滑冰、在会所包饺子和唱诗歌。我们在
主里享受了一个家的爱。
2. 12/20 晚，全召会举办了甜美的爱筵和福音聚会，有 2 位姊妹
受浸归入主名：董晓娟，周子颜。感谢主！
3. Ben/Naomi 于 2/19 日喜得老三（女）
4. 冬季训练将于 12/22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本召会有十多位
圣徒前往参加。请代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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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7，9-12 am 第 3，4 篇，28 日 1pm 第 5 篇
29 日，30 日，31 日 8 pm 分别为第 6，7，8 篇，
1/1/15，9-12 am 9，10 篇，3 日 9-12 am 11,12 篇
地点在会所，欢迎参加
1. 12/27

新受浸的新人

姓名
陈凯
董晓娟
周子颜
林国栋

受浸日期
12 月 21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20 日
11 月 28 日

受浸地点/见证人
青少年
会所 / 常志向
会所 / 赵儒林
9 号 / 林建

其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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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追求：2014 国殇节晨兴圣言第五篇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明年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请圣徒为 Anaheim 冬季训练和参加训练的弟兄姊妹们祷告。
请圣徒为初信成全祷告。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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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明年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
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10.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此牧养
与实行，继续代祷。
11.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12.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生活的
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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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4－国殇节特会信息：
国殇节特会信息：属天的异象
第五篇

世界的异象
第五篇信息题目解读：世界一词乃指一种秩序、一种固定的形
式、一种有秩序的安排，因此是指神的对头撒但所设立的一种
有秩序的系统，而不是指地；世界是一个邪恶系统，是撒但系
统化的安排。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这个属撒但的系统整个卧在那恶者里面。不爱这样的世界，乃
是胜过那恶者的立场。稍微爱这样的世界，就给那恶者立场击
败并霸占我们。
约壹二 15-16：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
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乃是出于世界。
应用：我们不容易把撒但用来构成他邪恶系统的人事物，和这
世界系统实际的内容加以区分。你的汽车和房子可能被撒但用
来构成反对神的世界，但你的汽车或房子都不是撒但邪恶系统
之内容的一部分。
问题：弟兄姊妹们，甚么是属撒但之系统的内容？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世界抵抗父神，世界上的事，抵抗神的旨意。世界抵抗神，凡
爱世界的，就成了神的仇敌。当主的肉体被钉十字架，而把世
界的王撒但赶出去时，这邪恶的体系，黑暗的国度，也就受了
审判。
约壹二 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正在过去；惟独实行神旨意
的，永远长存。
应用：我们可以用拥有一部汽车为例，说明撒但用来形成他系
统的事物，与这系统实际内容之间的区别。汽车本身不是问题，
也不是撒但系统的内容。但是许多人喜欢买昂贵的汽车，为的
是要炫耀。就他们来说，他们所驾驶的汽车是为着今生的骄傲。
汽车在美国是必需品，所以，问题不在于汽车本身，乃在于眼
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当你想到某一类型的汽车，你渴望得
着它。有些人日夜想着某一辆车。车子没有错，是人错了。问
题不在于他们所需要的车子，乃在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问题：当我们摸到属世的事物时，我们总要问自己的问题乃是：
“这事如何影响我与父神的关系？”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该隐离开神的面之后（创四 16），为着保护和自存，就建造了
一座城；他在这城里产生了无神的属世文化（17）。在伊甸园
中，神是人的一切—人的保护、维持、供应和娱乐；人失去了
神，就失去了一切。人失去神，迫使人发明人属世的文化，其
主要元素是城为着生存、畜牧为着维生、音乐为着娱乐以及武
器为着防御（20 ～ 22）。在创世记四章所发明出来的无神文化，
要继续发展，直到在大巴比伦达到极点（启十七～十八）。
创四 1616-17：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
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
了一座城，并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作以诺。
应用：该隐的后代中有一个叫拉麦。拉麦这名在希伯来文的意
思是“强壮，”“有能力;”拉麦是人类的第七代，是个有能力的人。
他娶了两个妻子，实行一夫多妻制。（创四 19。）因此，一夫
多妻制是开始于挪得地的以诺城，挪得的意思是“流荡。拉麦满
足他的情欲，亚大用妆饰品妆饰、美化自己。从这一对父母生
出了犹八，他是发明音乐的人。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家庭，由情
欲、妆饰和娱乐所组成。这是甚么样的家庭！今天许多家庭就
是这样：父亲满足情欲，母亲讲究衣着妆饰，儿女追求娱乐。
问题：人为什么去看电影，去跳舞？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出埃及记启示，神渴望拯救祂的选民脱离世上各样的僭夺和霸
占，使他们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别的。得救就是被带到没有
别的，只有神的地方。在旷野里，尤其是在神的山—何烈山，
神就是祂选民的中心、目的、生命、家和一切（诗九十 1）。
神给祂选民关于在埃及（世界）里生活之真实性质、意义和结
果的启示，目的是要使祂的子民恨恶并厌恶埃及，将埃及丢在
背后，并分别归神作祂的居所（出五 1，四十 34，罗十二 1 ～
2）
出五 1：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
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在旷野向我守节。
罗十二 2: 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
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应用：正如出埃及记这卷书中的埃及人一样，今天世上的人也
不明了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世人都麻醉了，在撒但麻醉的影
响下，他们乐意去过世界的生活。他们不认识活在世上没有神
是怎么回事。
问题：弟兄姊妹们，您对神渴望拯救祂的选民脱离世上各样的
霸占有怎样的认识？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这些灾害对埃及人的生活环境造成损害。血毁坏了水，青蛙搅
扰埃及人的宁静与安适，虱灾和蝇灾破坏了土壤和空气，瘟疫
随着苍蝇而来，其后暴发起泡的疮灾。冰雹之灾损坏了环境，
而蝗虫吃尽了冰雹所造成严重损坏之后所剩余的。最后，黑暗
之灾使任何人都不能行动。但即使在这九样灾害过去以后，法
老仍然没有被征服。出埃及十二章三十节告诉我们，在埃及人
中间没有一家不死一个人的。法老被这末次的灾害征服了。到
这样的地步，他愿意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去，不仅带着他们的孩
子，并且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
出八 2-4: 你若不肯让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
里要滋生青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
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抟
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
应用：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正确，祂就把属灵的雨降在我们身
上，浇灌我们灵中的园子，并解我们的干渴。但我们若顽梗或
背叛主，我们与祂的关系就被破坏了，祂就转变雨的属灵功用，
降冰雹于我们的灵，且有火搀杂。这种属灵功用的改变造成严
重的损害。
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认识世界对我们的危害？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今天许多基督徒恨恶罪，但少有人恨恶世界。我们或许很小心
不发脾气，但是对于保守我们的心不爱世界，却极其疏忽。发
脾气是罪，但是爱世界却是与神为敌。对神来说，世界比罪还
要糟。我们不仅恨恶罪，也恨恶世界。
雅四 4: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
敌么？所以凡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
应用：今天，召会的人需要从出埃及记这些章节中学知世界生
活的性质、意义和结果，以及神对这种生活的态度。只有得着
这样的启示，我们才能真正恨恶世界的生活。
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与世界分别成为神在地上的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