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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十五） 

見證的櫃 

帳幕中的頭一項器物乃是見證的櫃，指明我

們若沒有基督作神的具體化身，就無法有基督的

擴大，就是召會，祂的身體（出二五 21～22）。約

櫃豫表作神具體化身的基督，（西二 9，）也表徵

基督是三一神與祂的子民同在，為着完成祂的經

綸，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帳幕中若沒有約櫃，一

切不過是虛空中的虛空！ 

約櫃包含律法的版，律法是神的見證，神所

是的彰顯和啟示。至聖所裏的約櫃表徵神居所—

召會—的中心。約櫃也表徵神的家—召會—的內

容。提前三章 15 節纔說：『倘若我耽延，你也可

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活神的召

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約櫃是用皂莢木包金作的，表徵是靈的基督

作神的具體化身並作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神與人

的建造），住在我們的靈裏，使我們接觸神並享受

神（提後四 22）。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品質堅

剛，標準崇高。基督的人性乃是彰顯神的基本實

質。純金表徵基督永遠且不變的神性。皂莢木裏

外都包金，表徵神聖的性情滲進屬人的性情裏，

並托在屬人的性情上，好藉着屬人的性情得着彰

顯。約櫃的尺寸表徵約櫃乃是一個見證（出二五

10～11）。約櫃四圍的金牙邊，表徵神聖性情的榮

耀乃是神保守的能力和托住的力量。 

希伯來九章 3～4 節說：『第二幔子後，還有

一層帳幕，叫作至聖所，有…四面包金的約櫃，

櫃裏有盛嗎哪的金罐、和亞倫發過芽的杖、並兩

塊約版』隱藏的嗎哪就是當我們與神之間，沒有

一點間隔時，我們在祂面前所享受的那分基督。

當我們與主之間沒有一點距離，我們就能最親密、

最隱藏的享受基督！ 

發芽的杖表徵基督這位復活者，該是我們的

生命、生活、和我們裏面復活的生命，並且這生

命該發芽、開花、並結出熟果。在民數記十六章

所記載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後，神吩咐十二個首領

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會幕

內見證櫃前。神說，『我揀選的那人，他的杖必發

芽』（十七 5）。十二根杖都沒有葉子、沒有根，都

是死枯的。若有那一根能發芽，那一根就是神所

揀選的。在此我們看見復活乃是神揀選的根據，

而且事奉的根據乃是在我們天然的生命之外的。

因此，發芽的杖表徵我們經歷復活的基督，使我

們蒙神悅納，在神所賜的職事上有權柄。一切事

奉的原則，乃在於發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

杖都發還眾首領，只把亞倫那根發芽的杖留在約

櫃裏，作永遠的記念。這意思是說，復活乃是事

奉神的永遠原則。 

約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徵神聖生命之律，

就是神聖生命自發的大能、自動的功用、自有的

能力和神聖的性能。這生命的律，神聖的性能，

能彀在我們裏面作一切事來完成神的經綸。照着

這性能，我們能彀認識神，活神，並且在生命和

性情上由神構成，使我們成為祂的擴增，祂的擴

大，作祂的豐滿，使祂得着永遠的彰顯。不僅如

此，內裏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將我們構成基督身體

上具有各種功用的眾肢體。 

當神聖的生命在我們裏面長大時，生命的律

就發揮功能，使我們成形，將我們模成神長子基

督的形像（羅八 2，29）。生命的律首要的不是規

律我們不作錯事，乃是規律出生命的形狀。生命

的律發揮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極方面告訴我們

不該作甚麼。反之，當生命長大時，生命的律就

在積極方面發揮功能，使我們成形，也就是把我

們模成基督的形像。藉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們

都要成為神成熟的兒子，神也就要得着祂宇宙的

彰顯。（林天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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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桃園市召會簡介 

桃園市位於臺灣西北部，北接新北市、南接新

竹縣，轄區原分屬臺灣省轄之桃園縣，2014 年 12

月 25日起升格改制為直轄市，成爲臺灣第六個直轄

市，由原屬桃園縣各鄉鎮升格合併為一個市級單位，

包含了 13個區，分別是桃園區、中壢區、八德區、

龜山區、蘆竹區、大園區、觀音區、新屋區、楊梅

區、平鎮區、龍潭區、大溪區、復興區。基於聖經

中一地一會的原則，也由原本的桃園縣衆召會合併

成一個桃園市召會，2015 年主日聚會平均人數為

2413 位，召會生活平均人數為 6894 位。2016 年二

月起桃園市召會，將共分為 17 個會所，2016 年底

將再增為 18個會所。 

桃園是臺灣的門戶，桃園國際機場位於桃園市

大園區，這也使得桃園市召會蒙受接待之福，許多

海内外聖徒與臺灣眾召會相調的第一處召會都選擇

在桃園，蒙主恩典也使桃園市召會能率先豫嘗海内

外聖徒所帶來的豐富。使徒行傳十五章四節『…召

會和使徒並長老都接待他們，他們就述説神同他們

所行的一切事。』 

桃園市為北台灣人口第三多之臺灣主要城市，

升為直轄市後，人口快速增長，桃園市召會在近幾

年購置了許多會所因應召會的需要，使召會滿了繁

殖與擴增之福。桃園市召會也在 2014年開始舉辦一

年一度的福音大遊行，向世人宣揚耶穌是主、基督

得勝，縱橫走徧這地，為祂作榮耀的見證。路加福

音四章十八至十九節『…去宣揚被擄的得釋放，瞎

眼的得復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宣揚主悅納人

的禧年。』 

桃園也是一座年輕的城市，平均人口年齡為三

十多歲，大專院校共有十三所，不僅有分全臺眾召

會青職、大專、青少年的特會及相調外，也鼓勵青

年人參加一年七次的特會，使他們不僅在生命上長

大，也在神命定之路的實行上，成全、餵養人，使

之成爲正常、活的、盡功用之基督身體上的肢體。 

在要來的幾年裏，桃園市將規劃出許多新的住

宅區，盼望桃園市召會能彀再得着擴展，今年年初

特別邀請 FTTT 學員（臺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

至桃園市中壢青埔特區有爲期五週的開展。要來三

月份也將有第二批的 FTTT 學員，於桃園市中路重

劃區開展，願主祝福祂的召會，滿了繁殖與擴增，

天天將得救的人與我們加在一起，使祂的身體得着

建造，帶進祂的回來！ 

桃園市召會各會所地點 

會所 電話 地址 原屬會所 

一 03-3322602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200巷 16號 桃園會所 

二 03-4257191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路 88巷 3號 中壢會所 

三 03-4756153 桃園市楊梅區金德路 130號 楊梅會所 

四 03-3203819 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 20號 3F 龜山會所 

五 03-4637992 桃園市中壢區成功路 103號 內壢會所 

六 03-4607615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 620巷 14弄 1號 龍岡健行 

七 03-3809774 桃園市大溪區仁善街 100號 大溪復興 

八 03-3213638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99號 5F之 1 蘆竹大園 

九 03-4353597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二街 41號 1F 中原會所 

十 03-4204112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路 168巷 9號 中央觀音新屋 

十一 03-2150823 桃園市蘆竹區新興街 125巷 16弄 6號 桃園開南 

十二 03-3565484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 539號地下室 桃園大有 

十三 03-2160544 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 428號 2F 桃園寶慶 

十四 03-4696817 桃園市平鎮區南東路 56號 南勢龍潭 

十五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 286號 11F 桃園後站 

十六 03-3628390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252巷 25號 八德會所 

十七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 143巷 6號 2F 桃園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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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印度開展 

親愛的弟兄姊妹，願你們喜樂： 

謝謝你們的代禱與扶持，使我能彀前往印度的

新孟買開展，從 2015/12/21~2016/1/25 共計五週。

在這五週，我們分別在 Kharghar、Nerul、Seawood、

Belepur 等地區開展，盼望得着青年人以及關鍵的

家，並新增一個區。 

新孟買召會成立約兩年，弟兄姊妹大多是因為

尋求真理，而從天主教、公會轉到主的恢復。聖徒

們不只享受真理，同時也將身旁尋求真理的基督徒

朋友帶進讀經小組。這裏的聖徒擅長接觸熟門，但

沒有出外接觸生門、在路上傳福音的習慣。 

已過的幾週，與聖徒們有許多甜美的配搭。最

印象深刻的是某次與聖徒一同到公園唱詩歌。聖徒

們從未有過

到公園唱詩

歌、傳福音的

經驗，但是大

家都願意嘗

試，甚至學習

兒童詩歌的

帶動唱。我們開始唱詩歌後，漸漸有許多人好奇的

圍過來，聖徒們便一個一個去接觸。在過程中不論

老幼，眾人都擺上他那一份的功用。即使是十歲的

兒童也在我們接觸人時，操練作我們的繙譯。就如

以弗所書四章十六節，『本於祂，全身藉着每一豐

富供應的節，並藉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

得以聯絡在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

大，以致在愛裏把自己建造起來。』開展中最美圖

畫，莫過於眾人依其度量配搭盡功用。 

除了學習與聖徒配搭，這次開展中主也繙轉我

許多觀念。例如在 1/5~6我們舉辦兩場福音真理講

座。在這場聚會裏我們有豫備茶點，聚會還沒結束，

聖徒們突然就遞上點心，要我們分送給每一位。當

時覺得有點傻眼，很擔心會打岔聚會。會後與服事

者交通到這件事時，他卻說，「今天上茶點的時間

點，真的是太好了。」原來當時聚會氣氛較低迷，

當茶點一上來立刻改變聚會氣氛。聽到這樣的交通，

纔曉得自己時常照着老舊的習慣與作法，忽畧最重

要的靈，以致無法照着主即時的帶領。當地的聖徒

沒有老舊的觀念與作法，相當有彈性，突破我的觀

念，是我很好的榜樣。 

開展至今共結了六個果子，每位新人都漸漸調

入召會生活，有些甚至還與我們一起去傳福音，何

等喜樂。剩下兩週的開展，需要你們繼續代禱：（一）

得着更多關鍵的家，一同擔負當地的見證；（二）

每位得救的新人都穩定的過召會生活；（三）更多

聖徒有分開展，並藉這次開展建立傳福音的習慣。

（林羿岑姊妹） 

柬埔寨開展報導 

12/20至 1/18有 11位台灣學員至柬埔寨開展，

分別在金邊、拜林兩地，與柬埔寨學員和當地聖徒

一同配搭開展。而我和其中五位台灣學員一同到馬

德望省的拜林市配搭開展三週、暹粒市開展一周。 

拜林市在柬埔寨的西北邊，是一個小城鎮。去

年年中在這地開始有福音開展的行動，在我們去之

前，已得着了 2~3個敞開的家以及幾位青少年，他

們週週都有穩定的家聚會。甚至有一個家願意打開，

成為當地開展的據點。這次我們開展的負擔，就是

要成立拜林的召會，因此柬埔寨的眾聖徒及學員為

此竭力。 

基本上，我

們福音的開展

行動都是以叩

門為主。當我們

去叩門時，許多

人是沒有聽過

福音，雖然人人

都知道耶穌，但

是都不太清楚福音是甚麼，因此當我們講到基督的

救恩時，幾乎人人都願意呼求禱告接受主，平均兩

三個家，就會有人願意得救。真是見證福音是神的

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我們也經歷在台灣經歷不

到的事。像是他們受浸的地方，不是在家裏的浴缸

裏，而是他們家中蓄水的水缸或是在河邊或池塘。 

在這裏的人都非常單純，容易相信接受福音。

其中有一次，我們在池塘邊為一家人施浸，而剛好

就有人在池邊觀看，馬上就有聖徒配搭上去傳講，

當下他們也願意受浸。之後，回到他們家拜訪，陪

讀家聚會時，家裏又有人說要接受這救恩，所以光

是一天早上，前前後後就有 11 位新人得救。這裏

的人實在是單純，聖徒們就和我們說，巴望有更多

的人來傳福音，這裏的莊稼太多了，需要更多的工

人來收割發白的莊稼。 

感謝主，我們在拜林市的三周開展裏，共帶了

71位新人得救。雖然拜林召會在我們離開之前，還

未成立，但在這地有一班愛主的聖徒，對於拜林召

會的成立滿了負擔，相信再過不久召會一定能成立，

成為當地的見證。願主祝福祂在柬埔寨的行動。（花

天召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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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 

在沒有得救之前，我很早就認識了這位主，但

我只想作一位不受打擾的人。我常常把聖經當故事

讀，把聚會當休閒，從工作到生活，從戀愛到結婚，

我都過着自以為是的生活，更沒有把這位主認真的

放在眼裏。 

直到孩子出生，我真的覺得所有的快樂都瞬間

變質了。我的生活圈子變得狹小又無聊，生活也變

得簡單又乏味。我無法適應自己角色身份的轉變，

也無法調適自己的心態。我那眾所周知的好脾氣不

知道在何時早就消失不見了。變得愛猜忌、愛計較、

愛發脾氣。負面的心思常常佔據了我的腦袋。我覺

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不知道這樣沒有前途和盼望的

生活甚麼時候纔能結束。那時我並不懂得呼求主，

我只會說：『主阿，如果祢是懂我的神，為甚麼不

趕快想個方法幫我？』直到有一天，主真的差派一

位聖徒來問我要不要受浸。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我答

應了！受浸後心裏充滿了莫名的喜樂和平安。如今

讀經變成了我的享受，聚會成了我的需要，我的生

活也變得充實忙碌起來。現在除了每天的晨興，主

日聚會，我還經常帶孩子參加小排。主就像一塊大

磁石深深吸引着我，我也心甘情願拋下諸多瑣事，

不斷的跟着祂的腳蹤行！雖然我還是會輭弱，我的

周遭也沒有奇特的大改變，但我很滿足，因為每當

我輭弱下沉時，總有一雙溫柔的手會托住我，祂的

慈繩愛索緊緊的牽引着我。我越來越認真的把這位

主放在我的心裏。藉着常常呼求禱告，我的先生成

了弟兄，我的媽媽也成了姊妹。我現在常對主說：

『主阿，我是何等有幸被祢揀選、被祢愛，祢給我

的永遠都是豐豐富富的！』 

主說，祂對一切呼求祂的人是豐富的，因為凡

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這話對我何等實際，成了

我一生最大的幫助和拯救。（一會所林何亞菲姊妹）

書報導讀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第一至二篇） 

本書收錄了李常受弟兄於一

九八五年十月至十一月，帶領

召會實行神命定之路，其中十

次長老及同工聚會的信息與

談話記錄，各篇均講於臺北。 

信息內容 

第一篇陳明指出『脫開宗教組

織，成全聖徒盡功用』，第二

篇論到『真誠的配搭與合式的盡職』。 

真理要點 

一、照着我們所看見的亮光，和倪弟兄的帶領，

我們首先要實行在家裏的聚會；其次，我們中間沒

有階級；第三，眾人在聚會中彼此互相盡功用。 

二、我們今天所作的工是最高超的，是主的工作，

自然應該如同聖經所說那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

水晶，毫無模糊、不透明之處。在關乎主的事上，

不應該有任何遮蔽。 

實行要點 

 

一、信徒的聚集，不論是挨家挨戶的聚會，或者

全召會來在一起的聚會，都該是彼此互相的。使徒

行傳所題挨家挨戶的聚會，是聖徒們來在一起擘餅，

施教，傳福音，那是彼此互相性的。林前十四章全

召會的聚集，也是彼此互相性的，各人或有詩歌、

教訓、啟示、方言等，全在乎聖靈怎樣引導。 

二、在配搭裏真誠說話。盼望大家都敞開，把所

有的阻礙和原因題出來。藉此，眾人都要學習一個

功課，認識我們不是在政治上，也不是在社會裏；

政治上完全是耍政治手腕，社會裏完全是應付局面。

在主的身體裏，在祂的召會中，在祂的工作裏，應

該完全去掉這些光景。千萬不要人前說一樣，背後

說一樣；人前樣樣都說好，私下卻滿腹牢騷，這是

不可以的。 

三、我們傳福音是靠聖靈的能力，不是靠宣傳。

若有弟兄是高官，想要為主作見證，這很好、很自

然。如果我們大肆宣傳，反而賣掉我們的身價，並

不值得。我們不是藉着這些宣傳，把福音傳開。所

以利用政界的勢力傳福音，乃是一個大失敗；如果

今天我們還走這條路，那就是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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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2016年北區眾召會新春相調大會，2/7(主日)上午 9:00至 12:30於台北南港展覽館舉行，請準

時赴會，共沐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