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晉市召會
二○一一年七月三日

第三十九期

召 會
週 訊

古晉肯雅蘭張君光路，洛七三八七號

Lot 7387, Jalan Chong Kiun Kong, Kenyalang Park, 9330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Phone: 6082-482258/335484. Fax: 6082-335445
E-mail: churchinkuching@hotmail.com. Website: www.churchinkuching.org

職事信息
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在祂釘十字架的階段裏
這是十分要緊的。在消極一面，我們必須放下我們
文化的標準；在積極一面，我們需要被基督的話
督的話就是基督所說的話。祂不僅在福音書裏親
充滿；這意思是說，我們必須讓基督的話充滿我
自說話，也在行傳、書信和啟示錄裏，藉著祂的肢體 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並讓基督的話浸潤、浸透
(使徒和申言者)說話。這些說話都可視為基督的話； 我們全人。
因此，基督的話包括整本新約。
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與在主耶
在歌羅西書，基督的話是為著啟示基督的居首、中心
穌的名裏作一切的事有關。基督的話實際上就是
和普及。歌羅西書的中心是基督作我們的頭和生命，
基督同祂一切豐富的具體化；因此，被話浸透就
而保羅在歌羅西書中所關心的，乃是對基督的啟示有
是被基督的豐富注入並浸潤。當基督的話安家在
充足的知識；為此，我們需要基督的話。
我們裏面，主就使我們與祂是一，並且我們自然而
基督的話實際上就是基督的人位。保羅幾乎將基督的 然的就能在主的名裏行事。我們若運用我們的全
話人位化了；他告訴我們，要讓基督的話住在我們裏 人將話接受進來，至終我們會被活的話充滿、佔有
面，好像這話是個活的人位。首先我們有基督作我們 並浸透。因著話是那靈的具體化，又因著那靈是基
的生命；然後我們有祂人位化的活話，如同祂的人位 督的實際，我們自然就會被基督充滿，並在主耶穌
住在我們裏面。話既能住在我們裏面，就必定是個活 的名裏作一切的事。
的人位；因此，讓基督的話住在我們裏面，指明我們
我們若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我
讓一個活的人位－基督自己－住在我們裏面。我們若
們就會像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將生命的話表明
要讓基督安家在我們心裏，就必須被基督的話充滿。
出來。當我們充滿生命的話時，我們就彰顯基督並
所以我們需要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
顯大基督；這就是活基督的路－祂自己就是我們
因為主的話在我們裏面必須有充分的地位，纔能在我
所照耀的生命之話。我們越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
們裏面運行，把基督的豐富供應到我們裏面的人裏。
的住在我們裏面，我們裏面所積存的話就越多；
基督的話必須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裏面。而基督的豐 這樣，我們自然因著領受到我們裏面生命的話而
富是在祂的話裏；這樣豐富的話住在我們裏面時，其 照耀。這樣的照耀就是將生命的話向人表明、陳明
居住必是豐豐富富的。這可用喫來說明；我們將營養 出來。這就是正確的傳福音與宣揚真理。
的食物接受到我們裏面並吸收以後，這食物就豐豐富
願我們都使主自己與祂的話在我們裏面安家居
富的住在我們裏面。同樣，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
住，給主的話有更多的自由好將基督的豐富分賜
我們裏面，意思就是基督的話住在我們裏面，滋養我
到我們的心思、情感與意志裏，充滿、浸透我們的
們，使我們豐富。
全人，使我們都成為發光之體，將生命的話表明出
基督的話在我們裏面應當有自由的通路；基督的話 來，照亮現今黑暗的世界。
（摘自台北市召會通訊）
應當有自由在我們裏面運行，在我們裏面居住並安
家。所以我們不該有文化、意見、觀念、想法和看法，
週刊目錄：
乃該有基督的話。我們可能不讓基督的話住在我們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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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督的話。我們必須讓基督的話進到我們裏面，住
在我們裏面，並頂替我們的文化、觀念、意見和哲學；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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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系列
誰是我的鄰居？

您渴望一位情意深厚、真摯熱切的鄰居麼？
當您選擇居家環境時，是否也不忘要挑個好鄰居
呢？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受教導要『敦親睦鄰』，
與旁人誠心誠意、情意深厚、親善友好的相處。但
時代日趨進步，人與人之間變得更為疏離、現實、
冷淡。為著保護自己，雖然面帶微笑，心卻拒人於
千里之外；為著自己的利益，甚至平日友好的朋
友，也可犧牲不顧。這使得人與人相處的問題日趨
嚴重，以致各種的社會團體林立，舉辦各式各樣的
講座，力圖要解開人裏面的心結。但是，您是否察
覺，面對這樣的問題，人的力量有限，人的愛也有
限？
聖經路加福音題到一個故事：在主耶穌的時候，有
一個律法師來問祂：我該作甚麼，纔可以承受永遠
的生命？主耶穌告訴他：第一，要全心、全魂、全
力並全心思的愛神；第二，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律法師就問：誰是我的鄰舍，叫我愛他呢？如果是
您，會問相同的問題麼？或者您覺得，第一個愛的
代價已經太高了，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真是難
以作到。

於是主耶穌對律法師講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從耶路撒
冷到耶利哥去，途中落入強盜的手中。他們把他的衣
服剝光，並把他打得半死，就撇下他走了。適巧有一
個祭司（古代的宗教家），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
因怕同樣遭害，就從對面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
（古代的社會服務者）經過看見，也照樣從對面過去
了。但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他那裏，看見，
就動了慈心，上前包裹他的傷處，扶他騎上自己的牲
口，帶到客店裏照料他。主耶穌問律法師：你想這三
個人，那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之人的鄰舍？他說，是
那憐憫他的。
主耶穌講這故事是要讓律法師看見，他不需要去愛鄰
舍，倒需要一位鄰舍來愛他。或許您的光景就像那可
憐的人，已經被這世界的人事物打得半死，且被撇
下，需要得著幫助、扶持。但所謂能幫助人的宗教家
和社會服務者，都不能給您真實的幫助，因為他們同
樣都是在軟弱中的人。我們需要一位真正有能力、有
愛心的鄰舍來愛我們。
（摘自 www.lsmchinese.org）

造就系列
禱告的兩條路

接觸主以吸入主
… 禱告也有兩條路。一條路是吸入主。在這樣的禱告
中，我們不該顧到事務或事情，乃該顧到吸入。在從
主的話得餧養的同時，我們能這樣禱告。我們已經說
過，在主的話上得餧養需要許多的禱告，藉著感謝、
讚美、用我們從主的話所領會的禱告，來接觸主。這
是『一石二鳥』：一面，我們從主的話得餧養，另一
面，我們吸入主。每天早晨我們不該為事務、負擔、
或需要禱告；我們只要將那些事交給主。反之，清晨

把我們的需要和負擔告訴主
我們也需要另一種禱告。午飯前後、傍晚，或者甚至晚
上，我們需要一些時間將我們一切的負擔帶到主面
前。這是我們為事務、事情和需要禱告的時候，以卸去
我們的負擔，將我們心裏和環境裏的一切，
藉禱告來告
訴主。… 凡我們所作和所需的，應當首先告訴主；我
們必須告訴主。有時我們必須為著祂的答應感謝祂，有
時我們必須為著祂的應許題醒祂。這… 需要我們一生
的時間來操練。

我們需要藉著吸入主來接觸祂。我們讀主的話，有了
一些領會，就需要帶到禱告裏，藉著禱告消化我們所
讀的。這種的消化是從主的話得餧養，也是吸入主。
我們晨更時，最好不要為事務、事情或需要禱告。我

（摘自生命經歷的實際功課，
第十四章在話和禱告上受平衡）

們只要禱告吸入主、仰望主、接觸主、讚美主、感謝
主、並與主談話。我們應該學習忘掉我們的需要，只
為著祂的慈愛、善美、偉大、和其他許多方面讚美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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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交通
給待婚弟兄的交通（八）
想，弟弟還小，等他上學了，爸爸也是會對他那樣要
求的。」我姊妹帶她禱告一下，她就得安慰去睡覺了。
等我回來，我姊妹就把這件事告訴我，我還開玩笑
於言教
說：「對呀，連神都愛兒子嘛！人的心是偏左的，心
父母愛主，兒女自然愛主；父母愛錢，兒女自然愛錢；
都會有一點偏。」我姊妹說：「你還不蒙光照！我都
父母清心禱告，兒女就走上正道；父母批評論斷，兒女
幫你說好話了，你還不趕快認罪悔改！」我就說我們
就頑梗背逆。
「為著自己肉體撒種的，必從肉體收敗壞；
來禱告。等到我去睡覺，主就給我感覺：「你還要向
為著那靈撒種的，必從那靈收永遠的生命。」弟兄姊妹，
你女兒認罪。」我到我女兒床前，她已經睡著了。第
我們每時刻都在撒種。你的微笑是在撒種，你的怒氣也
二天清早一起來，主又提醒這件事，我就到我女兒床
是在撒種，你的讚美是撒種，你的批評論斷也是撒種 …
邊說：「孩子，對不起，爸爸實在太關心妳的學業，
你若一天到晚愛主，你的兒女就會受影響。
結果對妳責備太過，請妳赦免爸爸。」我女兒一聽，
還有對兒女不能偏心。我實在受我女兒一次很大的光 眼淚就流下來了，說：「爸爸，我知道你愛我，可是
照。… 那時我爸爸還沒有得救，他會算命，他告訴我說， 你最近對我笑容很少，我要的只是你對我笑一笑就好
我沒有生兒子的命。我一聽，嚇到了，很怕再生又是女 了。」結果我們兩個就一同禱告。感謝主，現在我看
兒，所以就不敢再生。結果中壢的弟兄姊妹一直幫我們 到我女兒就微笑，甚至就買一些珍珠奶茶給她喝。她
禱告，終於生了一個兒子。… 我對他實在很疼愛。後來 是喝在口裡，甜在心裡，她現在常說：「我爸爸很愛
女兒長大後，就有功課了，特別是大女兒天天要練琴， 我。」不是要耍手段，乃是要蒙光照。
我一看到她就說：「妳琴練了沒有？功課寫了沒有？」
弟兄姊妹，我們越放下父母的權威，我們越尊主為大，
她看到我對弟弟都是眉開眼笑，對她就是「妳琴練了沒
主才越能在我們家中得榮耀。但願我們都能蒙主的祝
有？」她就受不了。
福，我不過是罪人蒙主恩作一點見證。願主祝福弟兄
有一天我還沒有回家，她流著淚對我姊妹說：「媽媽， 姊妹的家，都滿了基督的香氣，叫每人都起來事奉
爸爸對我的臉色不如從前了，他對弟弟都是那麼好，但 主。… 讓我們在愛裡彼此共勉！（全文完）
對我的臉色就非常難看。」我姊妹就安慰她說：「不會
啦！妳那麼大了，就快上高中了，所以爸爸很注意妳的
林天德弟兄
功課。妳小的時候，爸爸也是那麼愛妳呀！妳不要那麼

三、兒女是父母翻版，要小心自己的言行，身教重

外地消息
亞洲新開展地區的交通(一)

主僕李弟兄於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台北的三天特會
裏，應亞洲各地的需要，把同工一一的打發出去。當時
沒有考慮到泰國（Thailand），後來因着需要， 弟兄在
當年五月九日來到曼谷(Bangkok)服事，三十八年半之
久，如同一粒種子埋在這裏。一生的服事中，經過兩次
大的風波，一次是從會所逃出來（在台南,Tainan），
一次是被趕出去（在曼谷），向着反對者，他堅持不接
觸、不吃飯，反而禁食禱告三天，面如堅石，剛強站住，
雖然被趕離會所，
但大體的聖徒都因而蒙保守。
使主在
泰國的見證，聯於神聖經綸的職事，這是主時代的職
事。
弟兄一生服事主，有三個階段的經歷，第一個階段滿腔
熱血，滿了抱負，將自己奉獻給主，作自己的工；第二

個階段，蒙主的憐憫，從自己的工轉向主自己，沒有工
作感；第三個階段，因主自己有祂的經綸、有祂的工
作，而轉向主的工作，作主的工。先是愛工作，再是愛
主自己，最後纔能與主同工，作祂所要作的工，這纔是
真 正合乎主用的器皿。主的工作都在今生，到了新耶
路撒冷大家都安息了。
今世我們成了一台戲，
演給世人
（混亂的世人）和天使（特別是墮落的天使）觀看，事
奉 主、盡功用就在今天。要抓住一切的機會，把神的
經綸展示給他們看。
這是我們存在的價值，
主會賜你長
壽，為着有分祂的工 作。在主的工作中要學習交通，
一地的交通、身體的交通都不可缺，並且在交通中死
己，交通就無阻，就帶進基督的平安。萬民就要流歸這
山，一地一地，一國一 國，這裏有一條屬靈的「絲路」
要一直達到耶路撒冷，主就要回來。
（摘自臺中市召會第1400,1401期週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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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追求進度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二十七週。
2. 本週“以賽亞書”生命讀經共同追求進度：第 53~54 篇。
下一卷召會共同追求“詩篇生命讀經” 。
3. 召會屬靈追求進度-本週繼續追求“講說神的話”晨興聖言 第三週。

禱告事項
1. 願聖徒們都過正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申言的生活-使我們在召會聚會中作正確說話的人。願聖徒們都起來享受
神的話，而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裡面，神的話必定擴長，繁增且得勝。
2. 願神祝福兒童排親子茶點相調，召會藉此廣傳福音。求神釋放許多小朋友及他們的家人，都能前來參與。願神使
用這樣的聚集，將救恩帶給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

本地報告
1. 分會所事奉交通聚會
日期/時間： 04/07/2011(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在各會所指定會廳。
2. 週二禱告聚會──按區/會所集合禱告將由各會所自行交通決定。
3. 召會兒童核心團事奉交通
日期/時間： 07/07/2011(週四)晚上 7:30pm
地點： A106 會廳
4. 小牧人與台南市召會兒童服事者相調聚會
日期/時間： 09/07/2011(週六)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會廳
5. 第一屆中壯年成全訓練結業學員及第二屆新報名學員愛筵相調
日期/時間： 09/07/2011(週六)晚上 6:30pm
地點：王世強弟兄家（Jalan Ong Thian Swee）
6. 青少年英語福音相調聚會
日期： 16/07/2011(週六)
時間： 5:00pm—球類活動，7:00pm—愛筵相調， 8:00pm—福音聚會
地點：周千壽宅： No.1405,Jln Bayor Bukit, Tabuan Jaya Ph.IV, Kuching.
備註：歡迎所有會聽講英語的中學生踴躍參與。
7. 晉漢省大專成全訓練
日期/時間：22~31/08/2011(22~24/08戶外相調;24~31/08/2011成全訓練)
地點：Bank Union Retreat/古晉會所

費用：每人RM100/-(戶外相調+成全訓練)

報名截止日期﹕04/07/2011(週一)
備註﹕任何詢問，可向葉乃裕弟兄(H/P:0168859180)或高鶯鶯姊妹(H/P:0168687767)聯絡接洽。

其它
1. 財務報告(2011年)
月份
五月

承上月結存
338,136.07

收入
68,485.25

支出
56,735.91

結餘
349,885.41

2. 作餅服事--請一會所四、五區（1—4、5）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及幾片中餅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10/07)

週一晚上 (04/07)

週二晚上 (05/07)

會所/區

3－1

二會所

1－1

4.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七月

5.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會所/區

3日

一會所

三會所

6－1及1－1、8區

10日

二會所六區

二會所

2－6 區
3－1 區
4－3、5 區
5－1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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