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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所 Montessori school Township 的最后检查日期是 1/28，请
代祷！
2. 2014 有 28 位受浸归主，其中有 5 位是青少年。今年的目标
是 32 位，请弟兄姊妹积极传福音。
3. 周六晚三个排有甜美相调，（WW1,3 + 新成立的 East
Windsor 第一排）, 请为今年多有相调祷告，借相调传福音，
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

1.

新受浸的新人

姓名
陈 凯
董晓娟
周子颜

受浸日期
12 月 21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20 日

受浸地点/见证人
会所/ 胡万伦，王启龙
会所 / 常志向
会所 / 赵儒林

其它报告

1.
2.
3.
4.

晨兴追求：2014 感恩节晨兴圣言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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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圣徒为赵师母、孔弟兄和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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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开办代祷：执照申请、聘请教师、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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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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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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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聚会统计
聚会项目
周（主日）
主日）
1.
2.
3.
4.
5.
6.

1/4/15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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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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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WW

合并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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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 12
WW 12
Eng. 9
L/H
WW
Eng.

1/11/15

复活基督的异象与经历
第二篇
借着复活，
借着复活，大卫的后裔成了神的儿子
第一篇信息题目解读：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督被标出为
神的长子，同时圣徒被标出为神的众子，为要使人有神的生
命和性情（但没有神格），以成为神团体的彰显。

周一 职事信息选摘

大卫有心为神建殿，但神向大卫指明，这不是他所需要的，
也不是神所需要的。神告诉大卫，祂要建造一位成为大卫的
后裔，这后裔要称为神的儿子。这后裔有神性，也有人性。
希伯来一章五节指明，这是指基督作神的长子。

经节：
经节：撒下七 12 ～ 14“…我必兴起你腹中所出的后裔接
续你，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
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
应用：
应用：大卫所需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神
在基督里将祂自己作到我们的人性里。这意思是说，我们需
要神在基督里将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生命、性情
和构成。结果，我们不仅成为合乎神心的人—我们在生命和
性情上（但不是在神格上）是神。
问题：
问题：
？

弟兄姊妹们，如何正确理解“神成为人，乃是要使人
成为神”
周二 职事信息选摘
基督在人性里作大卫的后裔，在十字架上受死，乃是带着旧
造、旧人、肉体、撒但、罪和世界这六项。所以祂的死乃是
包罗万有的死。祂是人，但祂是怎样的一个人？祂乃是大卫
的后裔，这后裔是属于旧造和旧人的。这后裔有肉体，而这
肉体是与撒但、罪、世界牵连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
架上时，祂就带着这一切项目，被钉死在那里。祂包罗万有
的死，清除了整个宇宙（罗马书的结晶，三二至三四页）。

经节：
经节：罗六 6“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使罪
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约十二 31“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应用：
应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人的后裔，是属于旧造并且也
是个旧人。这旧人包括你和我。事实上，在将近二千年前，
虽然那时我们尚未出生，但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死在十字架
上了（加二 20 上）。我们在那里，因为我们是在亚当里
（见罗五 14 与注 4）。就如许多人事实上是在几世纪以前，
当他们的祖先来到美国时，就已经来到了美国，因为他们是
在他们祖先里面来的（参来七 9 ～ 10，与 9 注 1）。照样，
当亚当这个旧人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时，我们也在他里面被钉
死（罗六 6）。
问题：
问题：
？

为什么说基督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清除了整个宇宙？
我们与这个死的关系是什么

周三 职事信息选摘

周五 职事信息选摘
标出乃是借着复活，而复活包含圣别、变化、模成和得荣。
这些奇妙的事都在那灵里。我们接触那灵，就享受复活以及
复活所包含的一切。复活不是一个道理，复活完全在于摸着
那灵。接触那灵最简单的路，就是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越
摸着那灵，就越享受复活，也就越圣别、越变化并且越得着
荣耀（罗马书生命读经，六七六至六七七、六五三、六八七

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
这里的儿子，是长子还是独生子？若是独生子，在永远里已
经就是了，不需要再生。但在复活那一天，主耶稣人性的部
分再生了一次。祂人性的部分，头一次是从母腹生，是属人
的，不能算为神的儿子，乃是人的儿子，所以祂也称为人子
（太八 20，九 6）。借着复活，祂人性的部分再生了一次，
就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页）。

经节：
经节：罗一 3 ～ 4“论到祂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别的灵说，是从死人的
复活，以大能标出为神的儿子。”
彼前三 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在肉体里祂被治
死，在灵里祂却活着。”
应用：
应用：神的儿子在复活里与神的独生子不同。神的独生子只
是神圣的，是没有人性的。但神的儿子在复活里，既是神圣
的也是有人性的，所以这位神的儿子不是神的独生子，而是
许多弟兄中的长子（罗八 29）。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
在祂的人性里是第一个重生的，所以祂成了我们的长兄，我
们成了祂的许多弟兄。祂和我们众人都在祂的复活里重生了
（罗马书的结晶，二三七页）。

如何理解彼前三 18“…在肉体里祂被治死，在灵里
祂却活着。”
问题：
问题：

周四 职事信息选摘
基督的人性在基督复活时成为神圣的。基督的神性有大能提
高祂被钉死的人性，叫那人性复活。当保罗说耶稣基督被标
出为神的儿子，这意思是说，基督的复活提高了祂的人性，
并将祂的神性放到这人性里。所以借着这复活，祂的人性生
为神儿子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告诉
我们，基督这位人子在复活里生为神的儿子。身为神子带着
人性，祂乃是神人。这个神性与人性的组合，成了一个神人，
而这神人乃是原型，为要产生一些东西。

经节：
经节：罗八 29 ～ 30“因为神所预知的人，祂也预定他们
模成神儿子的形像，使祂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祂所预
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
义的人，又叫他
们得荣耀。”
应用：
应用：今天我们多半没有把握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还
没有神儿子的外观和彰显。然而，我们是在借复活而标出的
过程中；至终，当我们经过一切的过程之后，众人都会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子。所有受造之物一直在为此等候、叹息。我
们也在叹息，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该有的样子。我们知
道，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有短缺，在许多事上还是犯错，并且
仍有失败。但是在主的主宰权柄之下，甚至我们的失败也被
神用作这过程的一部分。主许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好
叫我们经过过程。因着我们的失败，我们丑陋的己就被拆毁。
主就更有机会在我们里面作工。
问题：
问题：当我们犯错，并且失败时为什么不要灰心？
周六 职事信息选摘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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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模仿 代
反
更新 变化
模
得荣
得荣
极步骤
把 应用
经节：
经节：罗十二 2“…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
经节：
经节：来二 10 ～ 11“原来万有因祂而有，借祂而造的那 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
18“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
位，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难成全他们 林后三
子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
救恩的创始者，这对祂本是合宜的。因那圣别人的，和那些 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被圣别的，都是出于一；因这缘故，祂称他们为弟兄，并不
以为耻…。”
应用：
应用：我们里面都能感觉到，今天我们的儿子名分还不完全。
不过，儿子名分会越来越完全，直到我们得荣的时候，要达
应用：
应用：神儿子的生命已经栽种到我们的灵里。我们现今就像
到高峰；那时，我们将有完满的复活，并且在性情和外表上，
种到土里的康乃馨种子一样，必须经过死和复活的过程。这
都标出为神的儿子。我们不论在名义上或在实际上，不论在
使外面的人被销毁，却使里面的生命能以长大、发展，至终
开花。这就是复活。赞美主！我们逐日被治死，使我们能实 灵里、在魂里或是在身体里，都是神的儿子。
际有分于基督的复活。阿利路亚，我们要借着复活，被标出 问题：
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得荣？如何达到？
为神的儿子。
我们是什么时候，被标出为神的儿子？

问题：
问题：

复活的过程有四 面：圣 、
、 成以
。 保罗
在罗马十二章二节说到
他说，我们不要
这世 ，
要借着心思的
而
。保罗在八章二十九节说到 成，
在三十节说到
。我们将来的
乃是复活的终
，
就是 复活
到身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