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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二十七） 

陳設餅的桌子 

這篇說到陳設餅的桌子（出三十 23～30）是

要我們學習從基督得餧養，把祂接受進來，並享

受祂作屬靈的食物。神的經綸是要我們喫基督，

並由祂所構成，好成為祂團體的彰顯。喫乃是經

歷神的分賜而成為祂的彰顯的路。神的經綸不是

外面事物的事，乃是基督進入我們裏面的事。為

此，我們需要藉着喫基督，把祂接受進來。我們

喫、消化並吸收基督，就被祂構成，在生命、性

情、和彰顯上成為與祂一樣，使作為基督身體的

召會得着建造。『主的恢復乃是恢復喫耶穌，以

建造召會』。 

陳設餅的桌子表徵基督作食物乃是筵席，滋

養那作神祭司的信徒。凡喫桌上陳設餅的人，都

是祭司。因此，桌子表徵基督乃是神祭司的筵

席。當我們講論聖所裏的桌子，我們乃是說到那

些在帳幕裏作神祭司事奉神的人。桌子表徵基督

作為我們事奉主每週的供應。 

按照神聖啟示的順序，陳設餅的桌子啟示於

約櫃之後，含示桌子聯於約櫃。在屬靈的經歷

中，我們在基督這平息蓋上與神相會，享受與神

的交通，並聽祂口中所出的話時，約櫃就成為桌

子，在此我們享受滋養的筵席。約櫃和桌子同

高，都是一肘半。這啟示出我們對基督的享受必

須符合神見證的標準。約櫃產生桌子，而桌子帶

我們回到約櫃。這意思是說，基督作為神的具體

化身，把我們帶進對祂的享受中，我們對基督的

享受總是把我們帶回到作神見證的基督那裏。 

陳設餅的桌子擺在帳幕裏面的聖所內。在帳

幕裏面，表徵在神子民作神建造的居所裏面或中

間。在聖經中桌子不是表徵個人的喫喝，乃是表

徵團體的筵席。基督作為神祭司的食物，乃是為

着在神的居所裏面團體的喫喝。凡真實、實際同

被建造的信徒，就是現今作為神居所的帳幕。在

神的居所裏面，就是在那些同被建造的聖徒裏

面，有一張桌子，其上有滋養的餅。享受陳設餅

的桌子需要召會的建造。在召會這神的居所以

外，我們無法享受基督作滋養我們之陳設餅的桌

子。我們必須是同被建造的信徒，真實、實際的

成為神現今的居所。然後在這建造裏面，就有陳

設餅的桌子，作我們的滋養和享受。 

陳設餅的桌子是用皂莢木包金作的。這裏的

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是祂作我們筵席的基本

元素。桌子包金，表徵神的彰顯。在基督裏面，

祂的人性乃是給我們享受的基本元素。在祂身

上，有神性作為神的彰顯。我們若享受基督，就

會彰顯神。這意思是，當我們享受主耶穌作供應

以服事神時，其結果乃是金，就是基督的神性，

作神的彰顯。我們越享受基督作筵席的基本元

素，就越彰顯神。 

聖所裏桌子上的餅稱為陳設餅（面餅）。桌

子是設立在神面前，就是在祂的同在中，離約櫃

不遠。嗎哪是讓所有在帳幕院子外面的百姓收集

的。而神同在的餅只給在帳幕裏面，聖所內神面

前的祭司享受。嗎哪豫表在基督作神子民生命的

供應，為着他們的生活。桌子上的餅豫表基督作

神祭司的生命供應，使他們不僅能生活，也能事

奉神。這餅指明神的子民不該再憑自己而活，乃

該憑基督作他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而活。出埃

及二十五章三十節裏譯為『陳設』的原文，事實

上是『面』的意思。陳設餅就是面餅，意指神的

同在，神的面，乃是事奉之祭司的生命供應。子

基督的面光照我們，祂就是那看不見之神看得見

的同在。在我們的經歷中，神同在的實際乃是在

我們靈裏的那靈，而那靈也是基督作為生命之餅

的實際。                      （鄭憲宗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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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寒假特會與錄影訓練蒙恩見證 

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開始為期六天的桃

園市大學生寒假期末特會以及大學生錄影訓練，

在台北忠義會所舉辦。約一百位學生聖徒們纔剛

從期末考的重負中得着釋放，就能即刻投身生命

的水流中，使眾人的靈再得着加強、挑旺。 

在期末特會中共有六堂信息，分別是四堂的

召會歷史和兩堂專題交通。特會的主題是承繼去

年特會的負擔說到召會歷史，從羅馬天主教的敗

落到召會的恢復。弟兄們在開頭說到我們不只是

認識召會歷史，而是藉着召會歷史對我們產生屬

靈的影響力。我們需要禱告主，求主給我們看見

我們在那裏，我們當作甚麼以及這些人物榜樣對

我們產生甚麼影響。在特會第二天的專題交通到

關於全時間訓練、海外開展的心志，以及奉獻的

負擔，這不只使特會聚集的靈拔到最高，也將每

位學生聖徒帶進個人與主之間的禱告，將自己更

新奉獻給主。特會的最後一天我們在陽明山上，

在擎天崗和七星山相調聚集，有簡單的相調活動

使我們彼此緊密聯結，也更為熟悉，打破校際之

間的界線。 

相調活動後接着是緊鑼密鼓的錄影訓練，我

們在不到四天的時間進入了十二篇信息和禱研

背講。在訓練的開頭，相調弟兄引用出埃及記生

命讀經的話告訴我們，出埃及記末了的十六章是

個試驗，要看我們是否真心尋求神的經綸。這十

六章不再是說到歷史，而是講到帳幕的各樣細

節。所以這訓練對我們也是個試驗。因着弟兄們

的說話，一幅幅帳幕器具的圖畫向我們展示出

來，使我們能以經歷的方式來認識各樣的物件。

感謝主，不只有豐富的錄影信息，在每堂錄影後

更有中英文的禱研背講，在弟兄們的服事下使學

生們深入綱要內容。求主祝福這班學生聖徒在要

來寒假生活，活在帳幕和一切器具的實際裏。 

（張慧珊姊妹） 

 

這次特會藉著召會歷史的信息，看見了許多

前人的榜樣，也有一些值得借鏡之處。事實上，

召會出現不久之後便落入了一種變質，滿了摻雜

的光景。例如，居普良帶進了統一的組織，便有

了大公教會的存在。其實他題倡召會要有統一制

度的用意，是為了防範異端和分裂。很不幸，這

樣的實行卻產生階級高低的區分，進而促成了教

皇制度的形成。從這段歷史中，我們看見，任何

看似合理的實行與想法，若被過分強調，至終會

帶進錯謬的光景。因此我們應當以聖經為我們惟

一的標準，棄絕任何與神聖抵觸的作法，保持召

會生活的純淨。               （林郁蘅弟兄） 

 

這次給我們看見起初的召會原是一班單

純、清心愛主的人，但卻因著組織、行政上的改

變而變了質。在成分上甚至和政治聯合，使得召

會和政權有了混雜。有許多人相信耶穌不是因為

信，而是因著某些實質上的利益。在這墮落的宗

教世代，我們需要都起來盡功用，人人事奉神，

才不落入階級的光景裏。藉着一同聚集在主的名

裏，不分階級，才不落入組織的情形裏面。我們

作為今時代的基督徒需要看見我們應當在哪

裏，甚麼是我們應當作的。我們惟有藉由主的話

來充滿我們，藉主的愛作一個活而盡功用的肢

體，叫我們學習清心的活在主面前，不顯揚自

己，作個事奉主的人，為著召會的恢復和建造。 

（中央大學 張語城弟兄） 



蒙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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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寒假特會與錄影訓練蒙恩見證 

感謝主！寶貝能有分這次的特會，能更認識

召會的歷史以及歷史如何對召會產生屬靈的影

響。在召會的歷程中，雖然曾有許多墮落的光

景，但同時也有一班愛主的人進行復興的工作。

這班弟兄姊妹看重愛慕主的話，在真理上為主站

住，他們也奉獻自己，為着主在地上的權益。主

大大的使用他們，好使他們在每一時代完成主要

完成的工作。求主憐憫我，能學習前面弟兄姊妹

的榜樣，能寶愛主的話，裝備真理，且能彀與主

在地上的行動有分！  （中原大學 黃慈郁姊妹） 

 

摸着主在每一個時代中都興起一班少年人

投身在祂恢復的流中。在奉獻的禱告中，我也向

主許下一

個心願，

願當這股

聖靈的水

流流經我

時，願答

應呼召，

成為祂時

代中一塊踏腳的石頭。藉着弟兄所釋放關於奉獻

的負擔，光照我是何等的不足，並重新摸着主的

愛。我的心對主是如何搖擺不定，我對祂的信心

是那麼的小。然而祂卻一再向我顯現，向我說話，

對我發出呼召，因為我早在創世以前就蒙祂揀選，

是祂用重價所買來的。我實在是屬於祂，這一生

也只能因祂而活着。這次的特會訓練使我看見祂

的豐富和寶貴。我願意把握大學期間，受主成全

贖回光陰，渴慕祂在我身上更多的製作。          

（中央大學 許嘉茵姊妹） 

 

本次特會用四篇的信息交通到召會歷史，介

紹許多愛主的聖徒，其中有些帶進變質的原因，

有些則帶來恢復和復興。例如革利免將猶太教的

組織制度帶進當時的教會，他原來的用意是希望

神的僕人被尊重，這一制度卻為後人過度發展，

至終成了階級。因此弟兄們題醒，當我們看召會

歷史的同時，我們該問自己：今天我到底在哪

裏？在正確的召會裏，還是在變質的情形裏？從

歷史的發展中，我們需要學屬靈的功課，看見其

中屬靈的原則是甚麼，避免走上同樣的錯謬。另

外需要注意三件事：一、愛主。二、認識主的話。

三、作活而盡功用的肢體。這三件事能使我們被

定準在正確的路上。   （中原大學 錢伊心姊妹） 

 

這次特會說到很多召會的歷史，在過程中，

不論是政治、文化或宗教的摻雜，過度的解讀或

錯謬都造成召會的變質。甚至有許多的聖徒因此

殉道，而後分裂成各種派別與宗教。感謝主，因

着許多被主得着的聖徒，使召會得以漸漸被復

興、恢復。不僅恢復真理，也有生命的恢復。今

日我們必須看見甚麼是召會該有的，清心的來到

主面前，走祂所命定的路。叫我渴望成為今日的

錫安，出代價學習真理，並迫切禱告帶進新的復

興，完成主恢復的工作。（元智大學 王志宇弟兄） 

 

感謝主，能彀讓我參加期末特會，使我內裏

的生命有更多的成長。由於在過去沒有配搭帶詩

歌的經驗，而且又是經過臨時的調動，使我一開

始因為害怕上台而十分緊張。但是感謝主，在會

前的禱告中，我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在和弟兄

姊妹的團體禱告之後，因為自己否認天然的才

幹，全然的倚靠主，使我在站在台上時，能彀比

過往在台下時更加的享受這次特會的主題詩

歌，並且更加的操練靈。如同這次的專題交通

到：奉獻的目的是為了神而作。首先我們必須將

主權交給神，被祂經過之後，成為合祂所用的器

皿，將祂彰顯出來。否認己，並且向主活，使這

生命能在我們內裏不斷的湧流。並且維持和弟兄

姊妹們有生命的交通，使眾聖徒們能彀聯調為

一，對主的享受更加添。（中央大學 朱德叡弟兄） 

 

感謝主，在研究所繁重的課業下，還能參加

特會，是主的憐憫。這次特會題醒我們要抓住三

個原則，叫我們不落入組織、規條與摻雜。首先

是人人盡功用，不成為組織，有聖品階級。再來

是要享受主話，使話成為我們隱藏的嗎哪，纔不

會成為律法殺死人。最後，要恢復對神起初的愛，

不讓政治、宗教文化再扼殺我們。求主感動我，

叫我不只在真理上認識祂，更要回應祂的愛。 

（中央大學 施多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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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區兒童服事者及家長成全相調，於 3/26

在中原大學舉行，2/28報名截止。 

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是彭鍾念真姊妹，我是在佛教家庭長大。

從小父母就灌輸我拜神纔能得平安的觀念，但我

拜偶像拜了五十年，卻越拜越不平安。二十五年

前，我先生經商失敗，敗盡了我們所有的家當。

我空手帶着三個年幼的孩子，心想錢沒了沒關

係，一切從頭開始。所以我下定決心努力賺錢，

但天不從人願，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2004 年我

先生因一場車禍脊椎損傷，下半身癱瘓至今。有

人告訴我，是因為沒有拜祖先纔會不平安，所以

我開始逢年過節就回去拜祖先。隔年我兒子卻又

發生車禍，這次是一場兩死一重傷的重大車禍。

我兒子是那惟一的倖存者，那時我幾乎崩潰，心

想甚麼纔是真實的神？為甚麼不幸的事都發生

在我的身上？我到底那裏作錯或作得不彀好？

於是我到處求神拜佛，明知那些偶像都是人造的

偶像，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動，有腳不能走，

甚至不能幫我解決任何問題。但我還是愚昧、無

知的相信，因為我要找個心靈寄託，讓我有活下

去的勇氣。 

謝謝主把我們全家都帶到平安的路上，使我

們蒙恩典，也在我最需要、最無助的時候讓一位

姊妹傳福音給我，改變我的人生。信主之後我終

於明白偶像不是神，主耶穌纔是又真又活的神。

如今，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主與我同在。現在的我學會交託依靠主，凡事謝

恩，不住禱告。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節說，『凡勞

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

息，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

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得安息。因為我的軛是

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衷心感謝弟兄姊

妹這段時間給我的扶持、代禱和餧養，讓我在召

會還能站立得住，成為常存的果子，感謝主！ 

（十三會所 彭鍾念真姊妹）

書報導讀 

話語的供應與召會的擴增（第五至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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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篇論到『在話語上勞

苦，在牧養上盡職』，第六篇則論到『在身體裏

配搭，擔負責任供應話語』。 

真理要點 

一、保羅在提前三章二節說到長老要「善於

教導」。長老在一個地方召會中，主要的責任乃

是教導。五章十七節也說，「那善於帶領的長老…

在話語和教導上勞苦」。「勞苦」是很重的字眼。

這乃是指在神的話語上勞苦，所以重在花工夫認

識神的話，好將神的話語傳講給別人聽。 

二、聖徒們就像植物一樣，需要栽種和澆

灌。他們也是神的羊群，需要餧養和牧養。所以，

小排要好好的建立，就必須花工夫耕種、牧養。

目前我們的光景，就着傳福音、結果子而言，並

不困難，但是要餧養、留住新人，則不容易。我

們需要就近人，我們總得想出辦法，養育每一個

在主裏初生的嬰孩。 

三、改制的目的是要聖徒們人人都為神說

話。不是少數人說，也不是聖品階級的人說，乃

是眾人都說。保羅在林前十四章提到這件事，

（31，）摩西在民數記中也說，“惟願耶和華的

百姓都是申言者。” 

實行要點 

一、在聚會中不僅需要合式的材料，還要用

靈。所以，要帶聖徒們禱告，在主面前有對付，

使靈活潑且釋放，而不傳講死的道理。 

二、不要過分倚靠全時間服事者。長老們該

盡力將在職聖徒成全出來，實行的路就是好好作

小排，加強小排。長老們需要開疆拓土，使用人、

成全人，並且作出人。召會能否積極往前，全看

我們作不作。 

三、各會所負責的弟兄們都要研究，如何加

強話語供應。我們服事召會時，要積極進取，全

人擺進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