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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十六）

遮罪蓋－平息處
遮罪蓋（出二五 16～22，二七 6～9）
，是約
櫃上那遮蔽罪的蓋；保羅在羅馬三章二十五節用
此字說，基督是我們的『平息處』。約櫃是神與
祂子民相會的地方，約櫃裏放着十條誡命的律
法，藉其聖別並公義的要求，暴露並定罪來接觸
神之人的罪；然而，藉着約櫃的蓋，連同遮罪日
灑在其上遮罪的血，罪人的整個光景就完全得着
遮蓋。因此神能在這遮罪蓋上，與干犯祂公義律
法的百姓相會，卽使在那載着神的榮耀，並遮掩
櫃蓋之基路伯的注視下，在行政上也絲毫不牴觸
祂的公義。如此就平息了人與神之間的難處，使
神能寬恕、憐憫人，而向人施恩。這豫表基督作
神的羔羊，除去人與神出事的罪，滿足了神一切
聖別、公義和榮耀的要求，平息了人與神之間的
關係。
約櫃的蓋，希伯來文是 kapporeth，卡培瑞
特，其字根意『遮蓋』；七十士希臘文譯本將這
字譯作 hilasterion，希拉斯特利昂，意卽平息的
地方。欽定英文譯本譯 mercy seat，中文和合本
譯爲施恩座，指神憐憫人向人施恩的地方。除希
拉斯特利昂一字外，新約還用兩個與其同源的
字：一個是 hilaskomai，希拉斯哥邁，指平息的
事，就是成就平息，滿足一方的要求，而使雙方
和息相安。另一個是 hilasmos，希拉斯模斯，指
平息物，就是平息的祭物。
約櫃的蓋豫表，基督爲我們的罪成就了平
息，如此祂就成了我們與神之間的平息物，就是
平息的祭物，也就作了我們在神面前得享平息，
並神向我們施恩的地方。
遮罪蓋，卽平息處，表徵基督作神公義律法
的遮蓋，也作神在恩典中對祂贖民說話的地方；
因此，平息處等於神施恩的寶座（來四 16）；這
施恩的寶座，神賜恩給我們的地方，實際上就是
牧養的基督自己，在二基路伯中間登寶座，並住

在我們靈裏。
出埃及記二五章十八節說，基路伯是錘出來
的，指明基督彰顯神的榮耀，乃是藉着受苦。蓋
上兩個基路伯與遮罪蓋接連一塊，指明神的榮耀
是從基督這遮罪蓋照耀出來，並照耀在基督這遮
罪蓋上，成爲一個見證（19）。並且，基路伯的
形狀、大小和重量沒有記載，指明基督照耀的榮
耀是無法測度，且是奧祕的。二十節又說，基路
伯的翅膀遮掩遮罪蓋，指明神的榮耀在基督裏彰
顯出來，成爲完滿的見證。基路伯臉對臉，並且
朝着遮罪蓋，表徵神的榮耀注視並觀看基督所作
成的事。
基路伯和遮罪蓋是用純金作的（17、18），
表徵基督是神榮耀的光輝，其照耀是神聖的。二
一節，金的遮罪蓋安在皂莢木的約櫃上邊，表徵
基督的人性而非祂的神性，是祂彰顯神聖性情之
榮耀的基礎；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品質堅
剛，標準崇高。二二節，神在遮罪蓋上二基路伯
中間與祂的子民相會，並向他們說話，表徵神在
成就平息的基督裏，並在那作祂見證、成就平息
的基督所彰顯的榮耀中，與我們相會，向我們說
話。
因此，遮罪蓋連同在遮罪日灑在蓋上祭牲的
血，描繪在人性裏救贖的基督同祂法理的救贖，
以及在神性裏照耀的基督同祂生機的救恩，是墮
落的罪人能與公義、聖別、榮耀的神相會，並聽
祂說話的地方，藉此他們就被那作爲恩典的神所
灌注，並從祂領受異象、啓示和指示，以支配他
們的日常生活。這種在至聖所裏得着神的注入，
並照着神的注入而行事爲人的基督徒，乃是最有
意義的基督徒；這乃是在主終極恢復裏的基督
徒；這終極的恢復要結束這時代，引進國度時
代，至終帶進新耶路撒冷。
（彭啟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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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埔開展報導
學員至青埔五週的開展，一轉眼就過去了。
在青埔這地高樓林立，也有些舊社區，但是馬路
上鮮有人潮，因此這五週的開展都以挨家挨戶的
叩門為主。外面的環境雖然看似不佳，但主仍然
祝福這樣的行動。這祝福是因着在身體裏一同的
配搭，同心合意為這塊地勞苦，聖徒與學員的配
搭補上一切的漏洞。學員向前衝，聖徒擺經歷；
學員的迫切，聖徒的人性顧惜，使得許多原本不
敞開的家也都向我們敞開。也因着不畏寒風下
雨，每天的出外開展，有許多的人深受感動，而
向我們敞開，主就標出許多敞開的人和家給我
們。並且在這樣的叩門中，也發現了許多久不聚
會的聖徒，向着我們敞開。其中有一對弟兄姊
妹，還在我們開展將要回去的時候，主動找我
們，並且主動的問我們在那聚會，在一次的福音
聚會中，他們就與我們一同的聚集。也有一些聖
徒聽到即將在青埔有擘餅，也都感到興趣，希望

能與我們一同聚集。
在開展的最後一天（1/24）晚上，學員們邀
約新人、福音朋友與久不聚會的聖徒到劉周銘弟
兄家，將這些敞開的人介紹給當地的聖徒，並且
讓他們知道之後可以聚會的地方。在這次的聚集
中，總共來了三十幾位，其中有兩位新人，兩位
福音朋友，並一位久不聚會的聖徒。雖然當天晚
上寒風刺骨，但在劉弟兄家的聚集，溫暖每一個
與會的人。在那之後的小排（1/27）
，其中一位新
人與一位久不聚會的聖徒，仍然與我們一同的聚
集。
這次的開展中，學員留下了 93 位的敞開名
單，是可以繼續接觸回訪的。看見主在青埔這地
為自己豫備了許多的人，需要有更多的禱告與祂
配合。願主繼續祝福青埔這地，使這地成為主剛
強的見證。
（全時間訓練學員 青埔開展隊）

青埔開展蒙恩見證
個洗滌不是藉着血，乃是藉着屬靈的水，就是聖
靈。因此，我需要享受賜生命的靈，讓聖靈洗去
我從屬地而來的一切玷汙。感謝主！藉由職事信
息的幫助，使我重新回到主面前，並為着神在地
上的權益和行動爭戰。讚美主！（林佳瑩姊妹）

一開始到青埔開展，非常的期待與興奮，深
覺在這裏可以好好的經歷主與開展。但到了此地
的第一天纔發現，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們學習。
首先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交通。主常常光照我把
感覺藏在心裏面，沒有發表出來，甚至有時發表
出來，也不是出於聖靈的意思。在一次長時間禱
告中，主光照我看見彼得的難處。彼得愛主到極
點，他在房頂上禱告，卻因着老舊而不順從。主
光照我，雖然沒有將意見發表出來，但裏面卻滿
了意見。我向主認罪、悔改，求主潔淨我、赦免
我；另一面，主也讓我看見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好
好到祂面前，使祂能時時刻刻的充滿我。這次冬
季訓練信息題到：洗濯盆是話中之水的洗滌。這

已過在青埔的開展中，經歷『只憑信心，不
憑眼見』。因為我是一個善於觀察的人，所以在
接觸人時，習慣按著自己的天然去判斷。他是否
敞開？是否應該繼續接觸？因此，常是憑自己的
眼見，而沒有運用信心。主光照我，人的態度不
該是我行動的依據，人之常情的應對方式也不是
我行動的依據，而是要憑著信心，相信主帶領我
們所遇到的每個人都有祂的美意，要在信心裏去
接觸人，這樣我纔能與主配合，讓主有路。主題
醒我眼前所見人情況如何都不是我真正要去面
對的，我該注意的是在爭戰的靈裏勝過仇敵的詭
計。信是得著的，就必得著，我經歷到要相信主
所要成就的，信主在我們裏面活的引導，而憑信
往前，使主的行動不受攔阻。 （潘佩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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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已過這五週的青埔開展顛覆我對傳福音的
觀念。從前，我總是用固定一套方式傳福音來得
人。只要開展地點有人潮，特別是青年人，馬路
上或校園裏都能無往不利。然而，到了這裏我熟
悉的辦法通通不管用。這裏沒有人潮，我們惟有
挨家挨戶叩門；這裏也沒甚麼青年人，多半是遇
到年長的。所以，我也再重新學習如何接觸人。
很寶貝這段時間進入的信息，珍賞主的人
性，由皂莢木表徵。品質堅剛，標準崇高，基督
的人性乃是彰顯神的基本實質。主不從自己作甚
麼，不作自己的工，不說自己的話，不憑自己的
意思，不尋求自己的榮耀。所以，每一次有開展
上的突破，都是翻轉我原有個性和習慣的時候。
記得，我們探訪一位剛經歷喪偶的太太，她
的態度非常冷漠，明明需要幫助卻不願向人敞
開。過往我實在不敢去接觸這種人，想說她目前
很難得救。但主還是催促我們去找她，並且有合
適的聖徒與我們配搭。藉着聖徒們在耶穌人性裏
的顧惜，她逐漸向我們敞開。從原先拒我們於門
外到請我們坐下聊天，後來我們纔發現她女兒的
導師竟然是我們的姊妹，她父親過世前姊妹還有
帶她禱告。我們真是希奇主奇妙的安排，讓福音
能進入她的全家。在青埔這裏，主加強、修補我
殘缺的人性，使我能成為祂的見證。
（羅晟弟兄）
「同心合意是開啟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
鑰匙。」這次在青埔的下鄉開展，感謝主讓我經
歷了同心合意這件事。最後一週的開展，一次叩
門行動，我們碰到一位六十多歲的阿姨，我們可
以進到家裏傳講。她一直有接觸教會的活動，對
很多事情都充滿好奇。但在得救的事上，仍然有
懷疑，遲遲不肯受浸。晚餐和同伴題到邀約受浸
失敗的事，她題醒我們缺少禱告。晚上的叩門行
動，我們再次出發。下午的經歷讓我們有儆醒的
靈。很寶貝在車上的禱告，讓我感受到甚麼是同
心合意，當時我們就在一個靈裏，思念同一件事。
晚上的叩門，很有主的祝福，要到了三張名
單，其中一位還是待恢復的基督徒。回到住處，
覺得要和同伴為三個名單禱告。在禱告的過程
中，自然而然為彼此帶得救的新人和罣念的福音
朋友禱告。很寶貝這樣禱告的流，不是為了自
己，乃是為了主在這地的見證，主的名能被高
舉。這次來到青埔開展，享受基督身體的豐富。
聖徒們都願意擺上自己這一份。福音聚會的見

證，豐盛的愛筵，還有開車配搭，擔心學員淋雨
的聖徒們，這些都是我的榜樣。感謝主讓我能在
主恢復的身體裏，看見這一切。 （李嘉綺姊妹）
感謝主，經過了五週的開展，主加給我們二

十幾位果子。在這五週裏，經歷與同伴和聖徒們
彼此交通，竭力在同心合意裏配搭，帶下了主的
祝福。十分寶貝每次和聖徒們的配搭，我發覺只
要有越多聖徒來一同配搭，聖靈的水流越強。尤
其在第二週週六下午開展以及福音聚會，聖徒來
了將近三十位，那天就帶六人受浸。寶貝和弟兄
姊妹們一同傳揚福音、叩門，每次弟兄姊妹們來
到，就使我們倍感加力。也在每一次配搭裏，彼
此帶人得救，並在配搭傳福音過程中，彼此交
通，使彼此之間有更深的認識。
另外，珍惜這五週的開展裏，在福音上學習
得更深。已過都習慣自己將人帶得救，在這裏，
更寶貝和聖徒們一同的配搭，一同的牧養，一同
的將人帶得救。不是照着我已過的作法和觀念，
乃是在身體裏一同配搭、交通，使眾人都有負
擔，將人帶得救。而在對人的一面，更是操練要
多聽，多顧惜福音朋友和小羊，使小羊、福音朋
友更向着我敞開，果子纔能常存。
（陳光廷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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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埔區訂於 2/14 在劉周銘弟兄家主日聚會（桃園
市大園區致成路 45 巷 6 號，電話：03-2870727）

福音見證

主的恩典彀我用！
我是家中的長女，因着父母對我的寵愛，所
以我從小就有點恃寵而驕並且很有個人的主
見。在我國二那一年，因着搬家的關係，我轉入
了新的學校。但在一開始我便遭到了排擠，而我
也因此將自己封閉了起來。
那年的暑假，一個老師邀請我參加福音聚
會。因着老師平常對我的照顧，我便一口答應
了。只是我仍抱着許多疑惑和抗拒的心情前去。
不過，當到達聚會的現場，那一幅美妙的景象，
叫我的心被折服了。我的家總是滿了許多的爭
吵，父母間的爭吵，孩子間的爭吵，孩子與父母
間的爭吵，家裏總是吵吵鬧鬧的，是鄰居眼中的
問題家庭。然而在會場中，每個人的臉上都堆滿
了祥和的笑容，那種和樂融融，溫暖的感覺深深
的吸引了我。因此，當老師邀請我每週一同來讀
經時，我也欣然答應了。

藉着老師每週持續不斷的帶着我認識主耶
穌的生命，我開始學會將我遇到的困難，包括我
與家人及同學的相處或是升學考，都藉着禱告交
託給主耶穌。漸漸的，主耶穌帶領我有智慧的與
同學們融洽相處，也帶領我在家人面前溫和、謙
讓。家人因着我的轉變，家中的爭執也因此減少
了。
在高中時，我受浸得救了！如今，我一直活
在召會生活裏。記憶深刻的是，有位姊妹常常對
我說：『黃瑋杏，主的恩典彀你用！』這句話真
是大大的托住了我，使我滿了從主而來的平安。
我的心中開始有個渴慕，盼望主的恩典不只臨到
我個人，也能臨到我的家人，使他們能和我一樣
得着從主而來的平安。我相信主的救恩就快臨到
我的家人，因為主說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救！
（十一會所 黃瑋杏姊妹）

書報導讀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第三至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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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信息強調召會中
長老、執事、同工的事奉要『劃分職責盡功用，
注重話語職事』，第四篇信息提醒改制之後長老
的職責要『在身體的交通裏避免組織與轄制』。
真理要點
一、召會中有長老的設立，是為着召會的治
理，事務上的服事是在執事們手中，而屬靈教導
的責任，乃是由申言者和教師擔負。所以，召會
在屬靈上，有申言者和教師；在地方上，行政歸
長老，事務有執事。
二、關於長老治會，我們需要對長老的責任
有透徹的認識：長老不是特殊階級、長老在作法
上不轄管人、長老要盡可能將事情分派出去、長

老要善於教導。
實行要點
一、我們眾人都要學習配搭，學習各有各的
崗位，各有各的功用。召會的服事需要三班人—
長老、執事、話語服事的人，一同協調着作。
二、召會的建造不能僅僅倚靠長老的治理，
或是執事的服事。召會真正的建造乃在於話語的
服事。在地方上的長老們也需要有智慧，度量被
擴大，能用一切話語服事人，如傳福音、作小排
等。長老們更要為話語服事的人安排、製造機
會，好使話語得釋放，並作到聖徒們裏面。我們
的聚會該有話語的支持，並在話語裏得着餧養和
建立。
三、在召會中沒有任何組織上的關係，也沒
有甚麼轄制。聖經所說的一地一會，不是為了組
織，也不是為了轄制，乃是為着保守合一。所以，
第一，不要將事情作到自己手裏，一定要把事情
作出去；第二，無論作任何事，都要在身體裏多
有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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