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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基督的异象与经历
第一篇
1. 召会将在 East Windsor 新建一个小排。感谢主的做工！
在基督的复活里，
，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宇
与重生信徒宇
在基督的复活里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2. 根据弟兄姊妹交通，West Windsor 第一、二、三小排将会有
宙的合并
人数的调整。
3. 12/27 日，全召会和来自新泽西各召会的弟兄姊妹们一起相调，
一篇信息题目解读：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终极完成的三一
在会所附近的滑冰场滑冰、在会所包饺子和唱诗歌。我们在 第
神得以与重生之信徒合并，从而产生三方面的结果：一，父的
主里享受了一个家的爱。
家，即神与人互相的居所；二，真葡萄树，使神得着繁增、扩
展和荣耀，三，新人的功能，以完成祂永远的经纶。
新受浸的新人
姓名
受浸日期
受浸地点/见证人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陈 凯
12 月 21 日
会所/ 胡万伦，王启龙 基督是三一神的第二者，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神圣的荣耀，而祂
董晓娟
12 月 20 日
会所 / 常志向
的人性，祂的肉体，借着祂的成肉体，就成了一个体壳，把祂
周子颜
12 月 20 日
会所 / 赵儒林
神性的荣耀遮藏起来。…基督神性的荣耀，乃是借着祂的死，
使祂人性的外壳得以破裂，而释放出来（约十二 24）。基督的
其它报告
死是一种释放。…祂得着荣耀，不是得高举，而是得释放。
1. 晨兴追求：2014 国殇节晨兴圣言第一篇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经节：
经节：约十二 23 ～ 24“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代祷事项
应用：基督神性的荣耀得以释放出来，乃是把火丢在地上。在
1. 请圣徒为召会年长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节祂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已经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火着起来，那是我所愿意的。”这火乃指属灵生命的冲力，出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于主所释放的神圣生命。…当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浸时，祂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神性的荣耀就释放出来。从祂复活那时起，就有一把火在地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烧。这火从耶路撒冷烧起，经过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蔓延到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人，带头
地极。今天这火在全地—在美国、俄国、罗马尼亚、波兰、巴
享受主，服事召会。
西、非洲、澳洲、纽西兰—一直在焚烧。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生，
问题：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被这把火烧着？
如期开办等事宜。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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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实行，继续代祷。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基督在祂的人性生活里祷告，求父荣耀祂（约十七 1），…基
10.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生活的
督在约翰十七章那个重大祷告的主题，乃是求父荣耀祂。行传
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三章十三节…是父对基督在约翰十七章之祷告的答应。
聚会统计
经节：
经节：约十七 1“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
聚会项目
周（主日）
聚会项目
主日）
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1/4/15
徒三 13“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
L/H
神，已经荣耀了祂的仆人耶稣。这位耶稣，你们曾把祂交付彼
主 WW 合并 130
拉多，彼拉多定意要释放祂，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祂。”
日 Eng.
L/H 12
应用：
应用：基督借着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成了神的长子，兼有神性
祷 WW 12
和人性，也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并且重生了
告 Eng. 9
祂的众信徒，使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种类。他们本
是人，却成为神的儿女，有神永远的生命。何等荣耀！
L/H
小 WW
问题：
问题：基督是神的独生子，又是神的长子，如何解释？
排 Eng.
近期大事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了一个合
并。二十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
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到那日”，就是到子复活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子与父合并为一。“你们在我
里面”：重生的信徒合并到子里面，也在子里合
并到父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在父里的子合并到重生的
信徒里面。
经节：
经节：约十四 10 ～ 11“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么？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作祂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
不然，也当因我所作的事而信。”
应用：
应用：基督的得荣耀产生一个结果—一个合并。子这第一位保
惠师，借着死离开了祂的信徒，又借着复活回来作他们的另一
位保惠师，使他们与祂一同活着（18 ～ 19）。这就是为什么祂
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19 下）。我们与复活
的主一同活着，主在我里，我在主里。
问题：
问题：举一个俩样东西调和与合并的例子。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父的家是由约翰二章十六至二十一节神的殿所预表。…父的家
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与蒙祂救赎、重生并变化的选
民，所构成的一个神圣且属人的合并。父的家不只是一个构成，
乃是一个合并。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借祂的血蒙了救赎，
由祂的灵所重生而有了祂的生命，并为赐生命的灵所变化而有
了神圣的元素，都是父家里的“住处”〔十四 2〕。…我们既
是在基督里的信徒和基督身体的肢体，就都是父家里的房间、
住处，成为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祂所救赎之选民相互的居所。
经节：
经节：约十四 2“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
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二 15 ～ 16“…〔祂〕把众人…都赶出殿去，…说，…不要将
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场所。”
应用：
应用：我们从经历得知父和子常常眷临我们。…我们可能在家
里、在学校或在工作中，但无论我们在哪里，父和子都来眷临
我们，在我们里面作建造的工作，安排住处，这住处乃是三一
神和我们相互居住的地方。父的家就是这样借着三一神不断的
眷临而得以建造起来。
问题：
问题：请解释约十四 2 中的住处。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这棵真葡萄树及其枝子，就是子和子里的众信徒，是神经纶中
三一神的生机体，因神的丰富而长大，并彰显祂神圣的生命
（圣经恢复本，约十五 1 注 1）。父是栽培的人，是葡萄树的
源头、创始者、计划者、种植者、生命、本质、土壤、水分、
空气、阳光和一切。子是葡萄树，是神经纶的中心，也是父一
切丰富的具体化身。父借着栽培子，将祂自己连同祂一切的丰
富，都作到这葡萄树里面；至终，这葡萄树借着枝子，作父团
体的彰显。这就是父在宇宙中的经纶。
经节：
经节：约十五 1“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4~5“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
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
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
么。”
应用：
应用：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之合并的第二方面，乃是真葡
萄树。…主不是高耸的松树，而是蔓延的葡萄树（约十五 1 ～
8、16）。葡萄树的果子很容易构到，是便利可吃的。…今天基
督正把祂自己伸展到全球各处。一九五八年…我去看一棵大葡
萄树，就是女王的葡萄树。英国人以这棵葡萄树为荣。他们问
我有何感想，我就说我见过一棵葡萄树比这棵大得多。我见过
的葡萄树乃是基督这真葡萄树。这葡萄树需要全球来伸展。主
在约翰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1）这就是说，所有其
他的葡萄树，包括女王的葡萄树，事实上都是假的。唯有一棵
葡萄树是真的。
问题：
问题：真葡萄树的枝子是什么？如何尽枝子的功用？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由那灵所生的新生孩子（十六 13 ～ 15、21），成为团体的新
人，作扩增的基督（西三 10 ～ 11，约三 30）。…新人的功能
乃是借着终极完成、赐生命之灵的行动和工作，建造基督的身
体，为着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以成就神永远的经纶。
经节：
经节：约十六 21 ～ 22“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因为她的
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得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
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
喜乐了，并且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从你们夺去。”
应用：
应用：现在我们信徒必须借着在我们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而穿
上这新人（弗四 23 ～ 24）。…我们借着在心思的灵里得着更
新而穿上这新人，至终就要建造完成基督的身体；这基督的身
体就是召会，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问题：
问题：弟兄姊妹们，经历过约十六 21 ～ 22 中的喜乐吗？是人
不能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