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 晉 市 神 的 召 會
The Church of God in Kuching
召會週訊 第 63 期

18/12/2011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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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郵： churchinkuching@hotmail.com
網址： www.churchinkuching.org

電話： 6082-482258/335484
傳真： 6082-335445

經歷內住的基督

基督是個奧祕，祂內住在我們裏面，更是個奧祕（西一

此外，他在三章二十七節說，『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
27）。雖然基督的內住極為奧祕，卻是非常的真實且切身。 經穿上了基督』。受浸就是浸入基督人位的實際裏。我們
因為這是發生在我們裏面，與我們有切身的關係（約十四 已經穿上那是靈的基督作我們的衣服；這意思是，基督作
20，弗三 17 上）。所以經歷內住的基督是一件很真實，也 為我們的人位，不僅是我們裏面的所是，也是我們外面的
彰顯。
很主觀的事。
主耶穌在地上時，是門徒身外的保惠師。
祂總是陪伴在旁，
照料他們的事務與案件，祂是這樣一位無微不至的保惠
師。祂與門徒們有形的同在雖然很好，但那時祂只能在外
面與他們同在，因為祂仍活在肉身裏，
仍受時空的限制（約
十四 16）。主耶穌要成為內住的保惠師，就是在門徒們裏
面的保惠師，就必須經過死並進入復活，成為實際的靈，
就是賜生命的靈。
神的福音乃是羅馬書的主題，論到基督在祂復活後，成了
那靈活在信徒裏面（羅一 1，3 ～ 4）。這比福音書所陳明
的更高，更主觀。福音書只論到基督在成為肉體後，死而
復活前，在肉身裏活在門徒中間。然而，羅馬書啟示基督
已經復活，成了賜生命的靈（羅八 9 ～ 10），祂不再只是
信徒身外的基督，也是在他們裏面的基督。
使徒保羅是信徒經歷內住基督的榜樣（提前一 16）。在加
拉太一章十五節下至十六節上保羅說，『神…樂意將祂兒
子啟示在我裏面』。這指明啟示神的兒子帶給神喜樂；沒
有甚麼比揭開神的兒子活的人位更使神喜樂。我們需要被
帶進一種光景裏，使我們滿了對神兒子的啟示，並且因著
基督在我們裏面活著，而成為新造。

在以弗所書三章十七節上保羅說，『使基督藉著信，安家
在你們心裏』。我們若讓基督在我們裏面得著所有的地位，
並給祂完全的權利和自由，作祂在我們裏面想作的一切，
我們的心就會成為祂的家。
他在腓立比一章八節說，『神可為我作見證，我在基督耶
穌的心腸裏，怎樣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保羅不是活在
他天然的內裏所是裏；他乃是在基督的心腸裏生活，並在
基督裏面的各部分裏與基督是一。
接著，他在腓立比書二章五節說，『你們裏面要思念基督
耶穌裏面所思念的』。思念基督所思念的，就是藉著否認
我們天然的心思，接受基督的心思，而讓內住的基督活在
我們裏面。
保羅說，『我若曾有所饒恕，我所已經饒恕的，是在基督
的面前，為你們饒恕的』（林後二 10 下）。保羅活基督，
與基督有最親密的接觸，照著祂眼睛的標示來行動。保羅
是一個與基督是一，滿有基督，並給基督浸透的人；他真
實經歷內住的基督。

摘自《臺北市召會週訊》

他在加拉太二章二十節上說到，『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這裏保羅乃是說，基督這人位在他裏面活著。而神的經綸
乃是，『我』在基督的死裏被釘死，基督在祂的復活裏活
在我裏面。
接著，保羅在加拉太四章十九節說，『我的孩子們，我為
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裏面』。使基
督成形在我們裏面，就是使基督在我們裏面完全長大。基
督已經生在我們裏面；現今在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中，活在
我們裏面；在我們成熟時，成形在我們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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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沒有關過門

在英國牛津大學，有位教授是個基督徒，他有好幾個
兒子，都在牛津讀書。他家每天都有家庭聚會。他第四
個兒子頂不好，總是借故不來家庭聚會。他不是將到聚
會開始時就走出去，就是算好了聚會快完時才回家。有
一天，他從外頭回家，聚會還未完畢，一家人正在那裡
禱告。他想去聽一聽他們說些甚麼，聽的時候，正是他
母親在那裡禱告說，“神阿，我第四個兒子，在外頭作
浪子，喜歡出去玩，頂會花錢，也不敬畏你…”等等，
他就氣了。心裡說，“母親不替老大、老二、老三禱
告，單替我老四禱告！這樣的家我住不來。”就立刻跑
上樓，到自己的房間，把東西理一理，把父親的錢拿了
些，寫了一字條留給他的父母說，我不配作你們的兒
子，也不願作你們的兒子，我走了，再會罷！他就這樣

是我的老師，若被他知道了，就不大好。”他沒法，離開
了朋友的家，在小旅館住了一些日子，弄得錢都用光了。
后來吃不得飽，穿不得暖，住沒得住，想想還是回家去
罷。但是，白天回家難為情，等到夜裡十二點多，跑到自
己的家，想從窗戶爬進去，但每一扇窗戶都是關得好好
的。不得已，看看大門怎樣，那知一推就進去了，門並沒
有閂，他僥幸的跑上樓，一直跑到自己的房間，那知一推
門，不好了，他的父親正對著門坐著。他臉皮很硬，立刻
想好了一句話說，“怎麼今天家裡不謹慎，大門都沒有關
好呢？”他的父親就把眼鏡摘下，拉他兒子的手說，“我
的兒子，自從你離家那天，一直到今天，

一年多就沒有

關過門。”
朋友，今天我們的神，也正在等著我們回家！

走了。到了外面，起先住大旅館，后來錢不多，就住到
一位朋友家裡去。但是，那位朋友說，“你住在我家是

摘自《http://www.shulami01.com》

可以， 但你不能多住，因我雖是你的同學，但你的父親

系 列

藉著棄絕肉體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的路，乃是棄絕我們的肉體和我們整個天然
人。當我們這樣棄絕自己，剩下的只有基督。這樣，凡我

不信靠肉體，意思就是不信靠自己。我們若不信靠自己，
我們的己就自然受到對付，而留下甜美的基督給我們經
歷。這是真正的割禮，因為我們的肉體

們所作的，都是經歷基督。不信者拒

完全被棄絕了。猶太人有割禮的形式，

絕自己並棄絕肉體之後，就沒有東西
存留下來。但是我們拒絕自己並棄絕

享受基督的路，

卻沒有割掉肉體的實際。僅僅在我們

肉體之後，就剩下基督給我們享受。

乃是棄絕我們的肉體和

肉體上作一個標記不是割禮，乃是妄

我們拒絕了肉體和我們天然所是的

我們整個天然人。

自行割。因著我們完全拒絕我們的肉

一切以後，所存留的就是基督。這不

當我們這樣棄絕自己，

體，我們就是真受割禮的人。當真正的

是僅僅一個道理，乃是我們的經歷。

剩下的只有基督。

割禮發生時，肉體就消失，基督就存

姊妹們住在一起，彼此之間若在洗碗
的事上有難處，她們就需要拒絕自
己。當她們拒絕自己，包括拒絕想要模仿基督這榜樣時，
她們就會發現基督就在她們裏面。假如一位姊妹這樣作之
後再去洗碗，她就會對基督有經歷並有享受。

留。然後凡我們所作、所說、或所想的，
都是對基督的享受。
摘自《經歷基督》
第六章、藉著棄絕肉體享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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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古晉市召會年終感恩相調特會

日期： 23~25/12/2011(週五至主日)
地點： A 棟二樓大廳
23/12(週五)

日期/時間

24/12(週六)

第一堂
7:30~9:30pm

節目/事項

愛 筵
6:00~7:00pm

25/12(主日)
第二堂
7:00~9:00pm

各會所愛筵服事範圍:
各會所聖徒
蒙恩見證人位

分享見證

(每人限 5 分鐘)

“召會生活的
甜美”
信息

餅杯服事
招待服事

二會所

兒童照管服事
地點: A108/A110 會廳
育兒: A105 會廳
註:兒童食品可預備到
120 份@RM1/-

三會所

車輛指揮服事

四會所

會所巡邏服事

六會所

受浸服事(全套)

自行安排佈置愛筵場地、飯後整
潔及恢復場地。

各會所愛筵場地分佈，請參閱
圖表。
備註:
1.請每家每戶煮一、兩道拿手
的菜來愛筵。
2.將提供免洗餐具，所以，聖徒
們無需帶自己的餐具。
3.儘量邀約親友前來福音愛
筵。
全召會目標: 2,000 人
會所屬:
一
二
三
哥漢
總共:

目標 會所屬: 目標
300 人 四
300 人
300 人 五
450 人
300 人 六
250 人
100 人
2,000 人

第三堂
9:00am~11:00am

各會所聖徒
各會所聖徒

分享見證

分享見證

“追求與長進”的蒙恩

“福音的好處”
(信主得救的喜樂)

2012 年展望交通

短篇福音信息/

集中擘餅
11:00am~12:00pm

福音收割

六會所
六會所

一會所

四會所

五會所

一會所

二會所

五會所

三會所

二、三會所

24/12/2011(週六)6:00pm 各會所(包括哥漢，倫樂)
愛筵場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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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禱
告
事
項

1.

為著12月24日的福音大收割禱告。

2.

為著12月23日至25日的年終感恩相調特會禱告。

3.

為著 2012 年召會在“真理”ˎ“生命”ˎ“召會”及“福音”的裝備ˎ操練與實行禱告。

4.

為著各會所，各區，各排，或个别聖徒的需要禱告。

追求
進度
本
地
報
告

1. 本週“舊約恢復本經文及註解”共同讀經進度：根據讀經進度表第五十一週。
2. 本週繼續追求 “聖經的要素” 晨興聖言 第三週。

訪問團來訪通啟:
訪問團來自:
(一) 台灣壯年成全班
(二) 韓國

來訪人數:
104 人
19 人

來訪日期:
29~30/12/2011
21~24/01/2012

1. 全召會事奉成全聚會
日期/時間： 19/12/2011 (週一)晚上 7:30pm

地點： A107 會廳

2. 全召會集中禱告聚會
日期/時間： 20/12/2011 (週二)晚上 7:30pm

地點： B 二樓大廳

3. 2011 年年終感恩相調特會
23/12/2011 (週五)

24/12/2011 (週六)

晚上 7:30 – 9:30pm
第一堂 (召會生活的甜美)

晚上 6:00pm
全召會愛筵

25/12/2011 (主日)

晚上 7:00 – 9:00pm
第二堂 (福音的好處)

早上 9:00 –
11:00am
第三堂(追求與長進)

早上 11:00 – 12:00pm
集中擘餅聚會

4. 凡是有心願參加 2012 年二月份柬埔寨訪問的聖徒們，最遲須於 12 月 19 日(週一)向王煥卿弟兄報名。

其
它

1. 請四會所六、七區（4—6、7）服事餅杯的聖徒們今天安排時間來會所作大約 100 片小餅及幾片大餅供
25/12/2011(主日)集中擘餅聚會用。(小餅可用大 Oven 來烘)
2.

A 棟二樓大廳整潔
(一) 18/12(主日)―請三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 A 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二) 25/12(主日)―請四會所聖徒安排時間來作 A 棟二樓大廳整潔包括男、女廁。

3. 大會所巡邏服事時間表
日期

主日早上 (25/12)

週一晚上 (19/12)

週二晚上 (20/12)

會所/區

3 － 1/三會所

二會所

1－1

4. 今日各區整潔、園藝服事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會所/區

6 － 4 及 1 － 1、8 區

2－2區

3－7區

4 － 4、8 區

5－6區

5. 古晉市召會扶持倫樂召會與石隆門輪值表
十二月

日期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18 日

四會所

四會所

十二月

日期
25 日

扶持倫樂

扶持石隆門

來古晉參加感恩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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