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 息  2022 年国殇节特会⸺『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 

将这生命供应给基督身体上别的肢体。

供应生命就是分赐生命；我们有生命

的富余时，才能将这富余供应给人。 

（约壹一 1 ～ 2。） 

 

召会中的事奉乃是供应生命的事

奉—将神圣生命供应给人的事奉。（林

后四 12。） 我们要对这点有极深刻的

感觉并仰望主，愿意我们的事奉能作祂

生命的出口。这个供应给人的生命乃是

在那灵里，那灵已与我们的灵调和，而

神的生命就位于、住在、长在调和的灵

里。因此，我们要供应圣徒生命，就得

让灵出去，灵若是不能释放出去，神圣

的生命就无法释放出去。（罗八 10。） 

 

我们若要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

而活，就需要深深铭记，我们必须能供

应生命。（约壹五 11 ～ 16。）神所要

我们有的事奉，不重在外面作工，乃重

在供应生命。要供应生命给人，就需要

我们接在基督身上，住在基督里面，让

祂在我们里面有地位，而充满我们，使

祂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变作我们 

在神的经纶里，我们不仅是吃生命树的

人，也是这树的枝子，并且我们至终要成

为小生命树，就是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

（彼前二 21，约十二 24。）神的心意是

要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成为神人基

督的复制。因此，需要先在我们的灵里从

是灵的基督重生，然后在我们的魂里，逐

渐被是灵的基督变化。（林后三 18。）

不仅如此，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品，是借

着一个过程，在其中有神圣生命的丰富

分赐到我们里面，并被我们经历。（西三 

4。）我们还需要经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成形在我们里面、并安家在我们心里的

一位。至终，当我们成为基督的复制时，

就会自然借着祂的灵全备的供应而活基

督。（腓一 19，21。）我们可以说，在

创世记二章九节生命树只有一棵，今天

生命树已经栽种在我们里面，长在我们

里面，叫我们成为小生命树。 

 

我们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有供应

生命的职事。（约壹五 16，林后四 12。）

因着我们是基督里的信徒和神的儿女，

我们不仅拥有并经历永远的生命，还能

第六篇 成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而有供应生命的职事 

 

地址：古晋肯雅兰张君光路，洛一○八三三号      

             Lot 10833, Jalan Chong Kiun Kong, Kenyalang Park 93300,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电邮： churchinkuching@gmail.com              网址： https://thechurchinkuching.org 

05/02/2023 

电话： 6082-482258/335484   

传真： 6082-335445  

第 642期 

 

 

▪ 

THE CHURCH OF GOD IN KUCHING 

2023 – 2025   

1 



们里面流出来。我们若与被击打的基督

是一，就会经历天然的生命被钉死、被

击打，而流出生命活水来。（林后四 10

～ 12。） 

 

我们要供应生命给人，还需要提防死

亡，就是阴间的门，对召会的攻击。（太

十六 18。）出于神的，特征是生命，出

于撒但的，特征是死亡；在召会中，凡

是出于神的都是生命，凡是出于撒但的

都是死亡。撒但最惧怕召会的，就是召

会抵挡他死亡的权势。（提后一 10。）

并且，在我们里面的永远生命能胜过我

们自己身上，并召会别的肢体身上的

死。所以，作为基督这生命树的复制，

我们需要经历永远的生命，也需要成为

永远的生命得以流通的管道，借此将这

生命供应给人。（约七 37 ～ 39，腓一 

24 ～ 25。） 

 

的生命、性情、爱好、趋向。（二 27，

弗三 16 ～ 17。） 

 

供应生命就是有生命的流露；我们的

事奉乃是神的流露，将神圣的生命供应

给人。（约七 37 ～ 39。）生命就是神的

内容和神的流出；神的内容是神的所

是，神的流出是祂自己作生命分赐给我

们。然而，生命要从我们灵里释放出来， 

我们外面的人就得受对付、被破碎。我们 

外面的人若不被破碎，就无法有神圣生

命纯净的流露。我们若要让神圣生命从

里面释放出来，我们的魂就要被折服，在

每一件事上让灵作主，让灵掌权；这样，

主的生命就能流出。不仅如此，要有生命

的流出，我们还需要在基督释放生命的

死里与祂是一，就是与被击打的磐石所

豫表之被击打的基督联合为一。当我们

与被击打的磐石基督是一，当我们的属

人生命、天然生命受击打，活水就要从我  第 56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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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林后 3:12-18 4:1-6 4:7-12 4:13-18 5:1-8 5:9-15 5:16-21 

1.   本周“新约恢复本经文及注解”共同读经进度：根据读经进度表 第 8 周。 

2. 本周“生命读经”共同追求进度：创世记生命读经，第 44~45 篇。 
 

3. 本周二祷告聚会共同追求进度：“生命的认识”：第二篇（请参阅周讯第 9~11

 页。） 
 

4. 本周继续追求“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树的路”晨兴圣言：第六周。青少年共同追求 

 进度：“圣经之旅”第十册：第 1 课，书报追求进度：“生命的经历与长大”： 

 第二十五篇。大专书报追求进度：“圣经的核仁”：第五 篇（用基督上好的分 

 敬拜神）至（顶尖的十分之一为着敬拜神）。 

 

 

 

 

 
进 度 

 【摘自：新北市召会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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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 

1. 生命造就成全聚会 

  日期： 06/02/2023（周一）         

  时间： 7:30PM         

  地点： B 二楼会厅     

  备注：请弟兄姊妹踊跃出席，若无法出席请务必向黄夏俊弟兄请假。  
 

2.  2022 十二月份半年度训练（实体） 

 

 

 

 

 
 

   

  训练地点：中文─ A105 会厅，英文─ A110 会厅 

  备注：每一堂信息后都有分享时段，请参训者学习积极操练预备两分钟的分享 

     (至少 4 次)，以流露基督的丰富。由于训练要求，参训者不得无故缺席， 

     需向训练协调人(王焕卿弟兄)请假(缺席不得超过两次)。 

 

3. 国际华语相调特会 

 日期： 24-26/02/2023 

 费用：免费 

 报名截止： 06/02/2023（周一） 

 备注： 1.  请以区为单位收集名单（姓名，语言），并将收集好的名单转发给 

    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2. 特会信息流播网站为 https://www.conf.lsmwebcast.com。 

   3. 主日（26/02）晚上 7:30PM 将有分享时段，请圣徒们积极操练预备 

   两分钟的分享，以流露基督的丰富（会议账号和密码将稍后提供）。 

 

 

 

 

 

 
4. 大专户外相调 
 日期/时间： 24/02（周五）傍晚开始至 26/02/2023（主日）下午结束 
 地点： Union Yes Retreat & Training Centre 

 费用：每人 RM120 

 报名链结： https://forms.gle/kNTUCdDGbtH2x49r8 或扫描二维码 
 报名截止： 06/02/2023（周一） 

 
 
 
 
 

日期                                            时间   

08 - 09/02/2023 7:30PM – 9:30PM   

11 - 12/02/2023  3:00PM – 5:00PM 7:30PM – 9:30PM 

15 - 16/02/2023 7:30PM – 9:30PM   

18 - 19/02/2023   3:00PM – 5:00PM 7:30PM – 9:30PM 

日期                                            时间   

  24/02（周五） 第一堂 7:30PM   

  25/02（周六）  第二堂 9:00AM  第三堂 11:00AM  第四堂 7:30PM 

  26/02（主日） 第五堂 10: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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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来西亚英语特会 

  日期： 03-05/03/2023  

  地点：梳邦再也之伊甸园 

  费用：入住者 – 单人房:RM680，双人房:RM400，四人以上套房:RM260 

     不入住 – 用餐者:RM170，不用餐者:RM90 

  报名截止： 20/02/2023（周一） 

  备注： 1.  所有的参加者必须在来到训练的前一天（02/03），进行 RTK-Ag 

        自检并确保结果为阴性。 

      2.  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 

        注“MEC”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 

        转发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6. 【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结晶读经】现场特会 

  日期： 16-19/03/2023 

  费用：每人 RM25（报名费： RM10，纲要附经文手册： RM15） 

  报名截止： 20/02/2023（周一） 

  备注：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费用可汇款进召会的银行户口，汇款收据注 

     “CENE”并区属（例： H1D1）。请将收集好的名单和汇款收据转发 

     给古晋市召会的 WhatsApp（+6082-482258）。 
 

 

 

 

 

 

 

 

 

7. 青少年和大专服事者戶外相调 

  日期/时间： 23/04（主日）至 24/04/2023（周一） 

  地点： Borneo Keranji Farm 

  费用：成人预计： RM100 ~ RM150，6-12 岁儿童： RM20， 

                 13 岁及以上： RM50 

  报名截止： 06/02/2023（周一） 

  备注：因房间种类繁多及价格各异，请有意愿者先报名，费用等房间安排后 

     才通知缴费。报名表可到办公室领取。 

 
 
 

日期 时间 

16/03（周四）    第一堂  7:30PM – 9:30PM 

17/03（周五）    第二堂  7:30PM – 9:30PM 

18/03（周六）  
   第三堂  4:00PM – 6:00PM 

   第四堂  7:00PM – 9:00PM 

   第五堂  7:00AM – 9:00AM 
19/03（主日）  

   第六堂  10:00AM – 12:00PM 



12/02/2023 三会所 05/02/2023 一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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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东马福音真理生命事奉成全训练（两个月实体成全训练）报名通启 
 训练日期： 03/04 ～ 28/05/2023 

 训练对象：修完九号（Form 5）、高中三及十一号（Form 6）的弟兄姊妹。  
 训练费用：每人 RM1000 

 报名截止： 20/02/2023（周一） 
 备注：报名相关详情，请到办公室索取并参阅报名表格。 
 联络人：黄夏俊弟兄（016-8744786）。 
 
9. 财务报告（2022 年）  

 
 
 

 
10. 石隆门和伦乐的召会已经恢复实体的擘饼聚会，圣徒们可前去扶持与当地的 

    圣徒有更多的相调。石隆门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2:30PM-3:30PM，伦乐 

    召会的擘饼聚会时间是 10:00AM-12:00PM。 

 

11.   主日早上会所巡逻服事  

 

 
12.    整洁服事  
 
 

05/02 12/02 整洁范围 

6 ─ 3 4 ─ 1   A 三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2 ─ 3 6 ─ 4   A 二楼：厕所，电梯走廊及会厅外围通道。 

3 ─ 1 3 ─ 2   A 一楼：厕所，走道，大门楼梯及 A 至 B 楼的阶梯。 

9 ─ 2 9 ─ 5   B 底楼： B 底楼厕所，走道，通往 A 楼底下层的阶梯。 

月份  承上月结存： 收入： 支出： 结余： 

十一 RM346,640.27 RM92,332.00 RM86,537.91 RM352,4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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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 我们需要起来有所行动 

该是一班只在自己感觉美好高昂时才

有所行动的人。我们需要在信心里采取

行动，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 
 

 当你采取行动而忙碌起来时，仇敌也

很忙碌。如果你在睡觉，他不会来拜访

你。但是当你活动时，就要小心；撒但

会比你更活动。有人说撒但遍地游行，

是寻找较软弱的人。这个观念不是那么

正确。他不是与软弱者争战。他主要是

与刚强者争战，就是与那些决定要起来

的人争战。所以当你起来时，仇敌也起

来了。 
 

 许多时候，当我们竭力要为主作一些

事时，环境就会变得为难起来。我们可

能说，如果主愿意，祂必会预备每一件

事，使每件事对我们都是便利的。有时

情形的确如此，但许多时候却不然。想

想保罗的旅程。从外面说，他并不亨通。

不论他到那里，都有难处、挫折、反对、

和攻击跟随着。他是在主的旨意里，还

是凭他自己采取行动？保罗当然是在

主的旨意里。当他在主里采取行动时，

撒但也采取行动阻挠他。我们应当知

道，当我们醒起，起来在主里劳苦时，

撒但就会想办法阻挠我们，所以我们不

该相信自己的感觉。在信心里劳苦的意

思是说，我们的工作完全不是出于我们

或凭着我们，而是凭着另一位，就是我

们所爱、所寻求，并差遣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只要去，根据祂的话行动。祂清楚

的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

（太二八 19 上。）我们应该说，“主耶

稣，我去不是根据我的感觉，而是根据 

 

 

 

读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哥林

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在本篇信息中，我要从圣经里指出两

处经节，来鼓励我们在活力排上往前。帖

前一章三节说到信徒信心的工作、爱心

的劳苦、和盼望的忍耐。此外，林前十五

章五十八节吩咐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

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

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需要有所行动 
 

 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够资格采取行动

为主作工。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强调

说，我们需要有合式的预备。我们需要悔

改、认罪、与主并与我们的同伴有亲密的

交通。我们一旦进入这几件事，就够资

格，并准备好采取行动。我们进入这些事

乃是程度的问题。在今世并在这个肉体

里，我们绝不能在任何事上完全。但我们

必须知道，在我们寻求主一段时间，接触

祂，向祂悔改，同祂承认我们的短处，且

住在与祂并与祂儿女的交通里时，我们

就已经准备好可以行动了。 
 

作信心的工作 
 

 我们必须学习在信心里，而不是凭着

我们的感觉来行动、工作、和劳苦。当我

们立志要探访人时，我们可能就开始觉

得下沉。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应当不顾我

们的感觉而仍然劳苦。帖撒罗尼迦前书

说我们的工作必须出于信心。信心的意

思就是，不在你自己里面、不凭着你自

己、也不照着你的感觉作任何事。我们不

6 



面，也不是同着你自己。”你若凭着你

自己去，就不是在信心里。你不是信靠

主，而是信靠你自己。我们必须学习相

信主，在信心里采取行动。 

 

 有时候你可能会很兴奋，觉得你是在

天上。主可能给你两三个很有希望的接

触对象。但到了最后，这些人可能都没

有正面的结果。常常当你接触人时，当

你要为主说话时，你不会觉得那么高

昂，你可能反而觉得下沉。你可能遇到

一个看来不是很有希望的人，后来才发

现他是个奇妙的人。在你下沉时，借着

你与他的接触，你得到令人鼓舞的结

果。因此，你的劳苦和你所得到的结果，

都不在于你的感觉。 

 

 主给我负担来到美国。一面说来，这

是好的；但另一面，也有些感觉不是那

么叫人鼓舞。我想：“如果我去美国，

我该接触谁，我该作什么？”还有一个

问题，就是如何得到经济上的支援。自

从我来美国，三十二年过去了，我看到

了正面的结果。四十年前，在我们中间

没有顾到工人财物需要的安排，所以工

人都是空手出去的。但事实上，我来到

美国时不是空手的，因为我双手中有

主。如果你有了一切，你就不需要运用

你的信心。但你若只有主，你必然需要

运用你的信心。当我们来摸主的工作

时，我们不该凭着我们的感觉作任何

事；我们该单单凭着信采取行动。 

 

 我们一直受教导和劝告，要悔改、认

罪、与主并与我们的同伴有亲密的交

通。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作到了。但

现在我们犹豫，考虑我们要作什么，并 

 
 

 

你的话。” 
 

 亚伯拉罕是一个根据主的话，凭信行

动的榜样。他蒙主呼召并被打发到迦南，

但主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他要往那里去。

但是亚伯拉罕仍然照着主的话采取行

动。希伯来十一章八节说，“亚伯拉罕因

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

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了，还不知

道往那里去。”当亚伯拉罕出去时，他甚

至不知道要往那里去。这使他经常有机

会运用他的信，信靠神即时的引导，以神

的同在为他旅行的地图。有些人认为，如

果事情是出于主的，主就会让我们知道，

并预先清楚的告诉我们该作什么，该往

那里去。但事实上不是如此。祂不会给你

一张驾驶地图，事先告诉你怎么走。相反

的，主自己就是地图。亚伯拉罕乃是用这

种方式，一步一步，即时的跟随主。 
 

 有些人可能认为，当他们成为主的仆

人时，每件事都会变得美好。但是情形却

不是那么美好。在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

没有美好的事情。惟一美好的事，就是主

自己。祂是奇妙的。只要你与祂同行，并

得着祂，就是美好的事。我们需要忘掉我

们自己，忘掉我们的感觉，甚至忘掉我们

对自己的评价。我们有些人可能认为自

己是“小萝卜头”，没有什么大恩赐或大

功用。我们可能觉得最好不要采取行动，

最好回去睡觉休息；但这正合撒但的愿

望。我们必须起来有所行动。 

 

 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主要我去接

触谁。我为某些人祷告，但似乎没有人准

备好可以让我接触。”至终，主会说，“只

要去！凭着我去，在我里面去，与我同

去；不是凭着你自己，不是在你自己里

7 



不信靠我们自己 

 

 只有一件事：当你行动时，你不该信

靠自己来作任何事。总要抱持下面的祷

告态度：“主，不管我为你作了多少

工，没有你，我一无所是。我不倚靠任

何从人来的东西；我只信靠你。”一九

六三年我开始访问一班在拉斯维加斯

的圣徒。最后，他们决定把他们的会所

卖掉，搬到洛杉矶，与那里的召会一同

聚会。我从未对他们说要这样作；我只

是到那里将基督供应给他们。在我来到

美国以前，我作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

的事发生。我没有想到，主的恢复会从

美国扩展到像俄国和波兰这样的国家。 

 

 你们不该认为，我能在主里作事，你

们却不能。这是错的。你们众人都能在

主里作事。你们只要采取行动；至于结

果如何，乃在于祂的祝福。这些年来，

我最爱这样祷告：“主，我信靠你的怜

悯，信靠你的祝福，信靠你的同在，信

靠你的话，信靠你的灵。我对我自己，

对其他事，对其他人，都没有任何的信

心。”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祷告。我们

许多人在主的恢复里多年，已经受了许

多装备。如果我们向主单纯、单一，并

在祂里面有所行动，祂就能借着我们作

事。如果我在三十二年前不采取行动来

美国，那会是一个大的亏损。我说这话，

是要鼓励我们众人都采取行动。 

且我们该去接触谁。亲爱的圣徒，我要对

你们这样说，“要像亚伯拉罕那样去，不

要知道去那里。”你已经预备好了，你是

够资格的，只要出去接触人就是了。我可

以见证，最后主会打发人到你这里。 

 

 最近全球大约有十七个地区，写信或

打电话和我交通。这些地区是台湾、韩

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澳

洲、纽西兰、加拿大、西欧、俄国、波兰、

非洲、中美洲、南美洲、波多黎各和加勒

比海群岛、以及美国。这指明我到美国以

后的三十二年间，主的恢复得着多么大

的扩展。主的恢复被带进英语世界，就扩

展到各大洲去。三十二年前，我从未想到

这样的事会发生。但假如我留在台湾，没

有采取任何行动，会有什么事发生？如

果我们所有在主恢复里的人，都愿意起

来有所行动，这个世界就会翻转过来。

（参徒十七 6。）我们非常受限制，但祂

是不受限制的。我们不是服事我们自己。

我们当然不配受服事。我们乃是服事祂。

我们向祂立大志，是为着祂的缘故，不是

为我们的缘故。我们走活力排的路，不是

为我们自己，而是为祂的缘故，为着祂自

己。 

 

 你们既然已经悔改、认罪、有交通，且

仍留在交通中，你们就够资格出去。你们

该单单凭着信行动。亲爱的圣徒，今天你

们的行动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你们还在

犹豫、还在迟延、还在考虑、还在感觉你

不够格，你就错了。只要采取行动就是

了。我们以前交通过，主如何尊重慕迪所

许的愿，就是每天至少要向一个人传福

音。慕迪如此行是不顾自己的感觉，主就

借着祂拯救人。 

活力排的训练与实行，第十篇】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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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何谓生命的经历 
认 识 

经历神。凡不是这样的，都不是生命的经

历。因为生命就是神，而生命的经历也就

是经历神。所以凡是这样经历神的，都能

将生命表明出来。（腓二 13 ～ 15。） 
 

贰 经历基督 
 

生命的经历，诚然是经历神，但神是在

基督里给我们经历祂。基督是神的显出，

是神的化身，也就是神成为我们的经历。

所以我们对神所有的经历，都是经历基

督，都是在基督里的。因此生命的经历，

既是经历神，也就是经历基督。 
 

神虽是生命，但祂若不在基督里，若不

成为基督，就不能成为我们的生命，因此

也就不能给我们经历祂。祂要给我们经

历祂，就必须作我们的生命。但是祂不能

在天上，在那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作我

们的生命。并且祂要作我们的生命，也必

须有我们人的性情，因为祂这神圣生命

必须调上人性，才能与我们这有人性的

人相接合，而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祂就

从天上出来，成为肉身，与人性调和。这

样，祂就成为基督，在人性里来作我们的

生命，给我们经历祂。所以祂从天上出

来，在人性里来作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经

历祂，就是基督。因此，我们经历祂作我

们的生命，也就是经历基督。 
 

我们经历基督，简括的说，会有以下几

面的经历： 
 

一， 经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加一

 16。）这是我们在得救的时候，开

 始经历基督，就是经历神借着圣

 灵，将基督启示到我们里面，给我

 们认识并得着祂作我们的生

 命和一切。 

我们再题起第二个问题来，就是什么叫

作生命的经历。我们看见了什么叫作生

命，就容易知道什么叫作生命的经历。 
 

壹 经历神 
 

生命的经历，就是经历生命。我们已经看

见，生命就是神自己。神自己流到我们里

面，给我们得着，给我们经历，就是生命。

所以经历神，就是经历生命。凡是生命的

经历，都是经历神，摸着神的。没有摸着

神的，就不是生命的经历。 
 

比方有的悔改，不是由于神的光照，乃是

因着人自己省察而有的，并没有叫人摸着

神，所以就不是生命的经历。若是一个悔

改，是由于神的光照，就必叫人摸着神，

所以就是生命的经历。 
 

凡是出于人自己的行为，都算不得生命

的经历。那不过是人工，是人自己所作的，

并非神经过人而有的，也不是人经过神而

作的，所以就算不得生命的经历。 
 

那么，什么才算得生命的经历？就是神

从人里面经过，也使人从祂里面经过，而

有的经历。比方我们在祷告里碰着了神，

蒙了光照，看见自己的过错，就在神面前

对付。这不是我们察出自己的错，乃是在

亲近神的时候，里面给神碰着，而看见自

己的错。神是光，我们碰着神，就在神的

光中看见自己的错，所以就自然的向神承

认，寻求主血的洗净，结果就叫神从我们

里面经过，也叫我们从神经过。这样的经

历是叫我们经历神，所以就是生命的经

历。 
 

生命的经历，都是出于神的，都是神在我

们里面运行的，所以都能叫我们摸着神， 9 



六， 是经历我们改变得像基督。（林后

 三 18。）我们经历基督，会叫我们

 改变，而变得像祂。这是从我们经

 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开始，一直

 到我们的身体得赎。（罗八 23。）

 我们越经历祂，就越有改变，一直

 改变得连身体也改变了形状，和祂

 荣耀的身体一样，（腓三 21，）那

 时，我们就完全模成祂的样子，（罗

 八 29，‘效法’原文是‘模成，’）

 而完全‘像祂，’（约壹三 2，）所

 以也就完全得以丰丰满满的经历

 祂。 
 

我们里面一切生命的故事，和我们外

面一切圣洁的生活，都该是我们对基督

的经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

们的圣洁。（西三 4，林前一 30。）我们

里面生命的故事，该是基督在我们里面

活着，我们外面圣洁的生活，也该是基督

从我们身上活出。我们一切生命的经历，

都该是经历基督。不要说与基督同死，同

复活，同升天等等，那些大的生命经历，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有那些小的生

命经历，也都该是经历基督。无论是脱离

罪恶，或是胜过世界，无论是活出圣洁，

属灵，或是活出爱心，谦卑，都该是经历

基督。就是我们对人一点点的宽容，忍

耐，也都该是经历基督。 
 

经历基督，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

着，并从我们身上活出。经历基督，就是

以基督为生命，而凭基督活着。经历基

督，就是我们一切的生活动作，都是基督

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作出来的。经历基

督，就是经历祂复活的大能，（腓三 10，）

就是经历祂作生命，所以这样的经历，也

就是生命的经历。 

二， 经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加二 20。）

 这是我们在得救以后，继续经历基督

 在我们里面活着，作我们的生命，也

 就是经历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替我们

 活着。这是我们作圣徒，在日常的生

 活中，继续不断的经历基督，所以是

 我们对基督经历的一大部分。 
 

三， 经历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加四

 19。）这是我们让基督的一切作我们

 里面生命的成分，使基督在我们里面

 得以长大成形。基督在我们里面，不

 只要我们经历祂作我们的生命，替我

 们活着，并且还要我们更多的经历祂

 作我们的一切，使祂在我们的生命中

 长大成形，也就是使祂的生命在我们

 里面得以成熟。 
 

四， 经历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腓一 20

 ～ 21。）这是我们让基督的一切成为

 我们外面生活的表显，叫基督在我们

 外面得着彰显，并且无论是生，是死，

 就是无论在什么境遇中，总叫基督在

 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也就是说，我

 们活着就是基督。这当然是我们对基

 督相当较深的经历，不只经历祂在我

 们里面成形，并且经历祂在我们外面

 显大。‘成形，’是里面生命的成熟，

 有祂的一切作我们里面的成分；

 ‘显大，’是外面生活的表显，让祂

 的一切成为我们外面的彰显。所以这 

 经历，不只经历基督是我们里面生

 命的成分，也经历基督是我们外面

 生活的彰显。 
 

五， 经历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弗四 13。）这是我们众人，就是

 身体，经历基督，经历到满有基督

 的成分，满有基督的组织，而长得

 满有基督的身量。这当然是我们对

 基督相当完满的经历。 
 10 



～ 11。）是这位生命的圣灵，带着我们

治死身体的恶行，也是这位生命的圣灵，

穿着我们祷告。（罗八 13，26。）我们

一切生命的经历，无论是深的，浅的，都

是这位生命的圣灵，叫我们经历的，所以

都是经历这位生命的圣灵的。 
 

罗马八章九至十一节，不只给我们看

见，乃是圣灵叫我们经历基督的内住，和

神复活的能力，并且给我们看见，圣灵住

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经历生命，就是基督

和神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经历生命。所

以神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借着圣灵给我

们经历的。因此，我们要经历这生命，就

必须经历圣灵；并且我们经历这生命，

也就是经历圣灵。 
 

所以生命的经历就是经历三而一的

神，就是经历神在基督里，基督又在圣灵

里，来作我们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作

工，带着我们经历基督，带着我们在基督

里经历神，就是生命的经历。我们在圣灵

里经过神和基督，也让神和基督经过，就

是生命的经历。必须这样经历圣灵，经历

基督，经历神，才是生命的经历。凡不是

这样的，都算不得生命的经历。你可以说

那是热心，那是宗教生活，那是敬虔修

养，但不能说那是生命的经历。生命的经

历，乃是经历神，经历基督，经历圣灵。

这不是我们自己作出来，修出来的，乃是

神从我们里面运行出来，基督从我们里

面活出来，并圣灵从我们里面涂抹出来

的。但愿我们追求这一个。 

 

 

叁 经历圣灵 
 

主耶稣在约翰十四章，告诉我们祂是生

命（6）之后，不只给我们看见，祂与神原

为一，祂在神里面，神在祂里面，祂是生

命，就是神是生命；（7 ～ 11 ；）也不只

给我们看见，圣灵和祂，也是一个，圣灵

来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也就是祂来

到我们里面活着，作我们的生命；（16 ～

19 ；）并且也给我们看见，祂以圣灵的身

分来到我们里面活着，就是祂和神在圣灵

里，来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作我们

的生命。（20 ～ 23。）简要的说，主在那

里说过祂是生命之后，就给我们看见三件

事：（一）神是在祂里面作生命，（二）

祂又是在圣灵里面作生命，（三）祂们三

而一的神，更是来到我们里面作生命。所

以我们经历生命，不只就是经历神，也不

只就是经历基督，并且也就是经历圣灵。

实在说，圣灵就是神和基督来作生命给我

们经历了，也就是神在基督里来作生命给

我们经历了。 
 

基督怎样是神的化身，圣灵也怎样是基

督的化身。神作生命是在基督里，基督作

生命又是在圣灵里。我们是在基督里经历

神，又是在圣灵里经历基督。所以生命的

经历，怎样是经历神和基督，也怎样是经

历圣灵。 
 

神是生命，基督是神来作生命，而圣灵乃

是神在基督里作生命的生命之灵。（罗八

2。）神在基督里作生命的一切内容和故

事，都是这生命的灵，就是圣灵，叫我们

经历的。是这位生命的圣灵，叫我们经历

基督的内住，也是这位生命的圣灵，叫我

们经历神在基督里的复活能力。（罗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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