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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十）

燔祭壇
這篇說到帳幕外院子裏的燔祭壇（出二七
1~8）
。燔祭壇是用皂莢木作的，長五肘，寬五肘，
高三肘，壇要用銅包裹。收灰的盆、鏟子、盤子、
肉叉、火盆，這一切的器具都是用銅作的。燔祭
壇內有一個銅網，在網的四角上有四個銅環，銅
網安在壇四面的圍腰板以下，使銅網從下達到壇
的半腰。又有皂莢木為壇作兩根槓，用銅包裹，
槓要穿在壇兩邊的環內，用以抬壇。
燔祭壇豫表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切屬
靈經歷的基礎、立場，一切屬靈的經歷乃是開始
於十字架，正如一切有關神帳幕內各樣器具的經
歷乃是開始於燔祭壇。燔祭壇的基本本質是皂莢
木，皂莢木表徵主耶穌的人性。皂莢木包銅，表
徵基督成為人，在十字架上死了，為我們擔當神
的審判。十字架的功效不在於十字架本身，乃在
於與十字架有關並釘在其上的人性及人位。
銅網是燔祭壇最重要的部分，因為銅網描繪
基督救贖的奧祕。網在壇內，表徵神在作我們代
替之基督身上的審判，不僅是外面的，更是達到
基督裏面的各部分。基督承受神審判的時候，這
審判達到祂的心，達到祂裏面的各部分，祂的心
在祂裏面融化（詩二二 14）。基督的救贖不單是
一件事情，救贖乃是一個人位，就是基督自己。
銅網四角上的四個銅環豫表永遠的靈。環與
網接成一塊，指明救贖的基督帶進那靈。包羅萬
有的基督藉着永遠的靈完成包羅萬有的死。因
此，基督救贖的功效是在於永遠的靈。燔祭壇兩
邊的槓，表徵十字架的行動是藉着信徒的配搭作
為見證。宣揚釘十字架之基督的人，必須配搭作
為見證。我們若是活的人，配搭着背負見證而傳
揚十字架，就有資格扛抬祭壇，行走在地上。基
督的身體藉着包羅萬有的靈，將救贖的基督扛抬
到全地，在全地背負耶穌的見證，這就是由燔祭
壇得着全部新約的一幅圖畫─救贖的基督、那靈

與召會。在宇宙中，簡單的說有兩方，就是神與
人。按照帳幕的圖畫，神這一端是在至聖所裏的
約櫃，人這一端是在帳幕外院子裏的燔祭壇。至
聖所是神居住的所在，祂的旅程和工作是從至聖
所出來，一路到外院子，就是墮落罪人所在之
處。我們乃是祂要得着的對象。因此，祂成為肉
體，居住在地上，祂旅程的目的地，就是燔祭壇。
十字架是神的目標，是神所必須達到的目的地。
因為在十字架上，祂能救贖人，把人買回歸祂自
己。祂必須經過這個過程，以拯救、重生、變化、
榮化人，並藉着聯結、調和，與人合併。在人這
一面，十字架是我們旅程開始的地方，從洗濯盆
到聖所，經過陳設餅的桌子、金燈臺、金香壇，
至終達到神的所在，就是約櫃的本身。
兩座壇，燔祭壇與金香壇，乃是為着完成神
的經綸。燔祭壇與神法理的救贖有關，是在物質
的範圍裏，由基督在地上的職事裏所完成；金香
壇與神生機的救恩有關，是在神聖奧祕的範圍
裏，由基督在天上的職事裏所執行。我們需要看
見兩座壇（出四十 5~6）連在一起，乃是藉着膏
抹（出三十 26~28）、贖罪祭的血（利十六 18、
四 7）
、以及焚燒祭物的火（利六 13、十六 12）。
第一是膏抹，藉着複合膏油的塗抹，分別並聖別
整個帳幕及其所有的器具。第二是血，經歷神生
機的救恩需要贖罪祭的血，這血要抹在燔祭壇的
四角，倒在燔祭壇的基部，並抹在金香壇的四角
上。第三是火，在銅祭壇上焚燒祭物的火，被帶
進聖所，在約櫃前的金香壇上燒香。這三件事物
把這兩座壇連在一起，將神法理的救贖與神生機
的救恩連在一起，為着完成神的經綸。就是要得
着一個神人宇宙擴大的合併，神住在人裏面，人
住在神裏面，成為相互的居所，這居所就是今天
的召會，來世的國度，將來永遠裏的新耶路撒冷。
（郭明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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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二○一六年寒假兒童品格園蒙恩報導
寒假兒童品格園於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
桃園市召會二會所（中壢會所）與十會所（中央
會所）同時舉行。適逢連假補上班，但是報名參
加的小朋友還有將近一百二十五位，有中壢、平
鎮、觀音的孩童們一起前來參加。非常喜樂的是
其中許多小朋友都不是第一次參加。雖然豫備時
間緊湊，但是藉着彀多的交通與禱告，眾人同心
合意帶下神的祝福。
在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先有兩天的隊輔訓
練。這次的品格園有約六十位的隊輔配搭服事，
成員有國中生、高中生與大學生。訓練的內容包
括隊輔的定位與意義、個人與主的交通、為孩童
的代禱、配搭的功課、話劇排練、場地佈置…等。
非常豐富，隊輔們都覺得收穫良多。特別是訓練
一結束立刻投入服事，對青少年來說是非常應
時，因為能彀將他們訓練所得着的成全立刻應用
在他們的服事上。感謝主！藉着這次的服事，隊
輔與孩童們一起成長！
品格園開始的當天，下着傾盆大雨，家長們
還冒着雨帶着孩子們前來會所，令人感動。在聚
會開始前的時間是隊輔哥哥姊姊與孩子們相聚認
識的時光。雖然不熟悉，但是藉着前兩天的禱告
與聯繫，孩子們很快的進入狀況，彼此熟悉。然
後，進入主題詩歌的帶動唱，一掃孩童們的困倦，
使得大家精神飽滿，喜樂的進入『明、厚、重』
的課程。
『心思清明得更新、明白聖經得智慧，得
神厚愛心寬
厚、照神喜
悅厚待人，
言行莊重人
尊重、貴重
器 皿 合 主
用。』藉着
孩子喜樂進入品格園操練
教師們深入
淺出的解說，組長們分組時間小組的帶領進入，
孩子們都喜樂的接受神聖生命的供應。
除了豐富的品格課程之外，還有好喫又好玩
的美食動手作，美勞透明魚缸，陽明山海芋創作，
以及動手又動腦的闖關活動，全方位的帶領孩子
們進入品格課程。
（五會所 張忠永弟兄）

隊輔蒙恩
在這次的品格園中，我的身分已由組員轉成
隊輔了。這是我第一次當隊輔，雖有點緊張，不
過主賜給我的不是膽怯的靈，而是剛強的靈。所
以每當跟主禱告時，主的力量總是充滿我，讓我
有力氣去服事那些小弟兄、小姊妹或福音朋友。
也操練自己要有明厚重的性格，使我知道品格的
重要。希望下次還有機會當隊輔。也謝謝忠永弟
兄的帶領，感謝主的恩典。
（五會所 張紋瑄姊妹）
在這兩天的兒童品格園，我非常的感動，因
為小朋友都很敞開靈，而且都很專心聆聽隊輔們
和組長們的說話。我最摸着的是要怎麼帶領小朋
友一起享受主的話，我自己也更了解明厚重的意
義。也謝謝忠永弟兄讓我有這個機會當隊輔，使
我了解當隊輔的辛苦。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再
來當隊輔服事小朋友們。 （五會所 程恩美姊妹）
在這四天的隊輔訓練、兒童品格園中，我非
常的享受。兩天的隊輔訓練中，隊輔們一起彼此
互相認識、進入課程、排話劇、作道具…等。而我
最摸着的是打電話給小朋友。在打電話給小朋友
時，我非常的猶豫害怕，躊躇不前，於是我鼓起
勇氣向神禱告，求神賜給我智慧和力量，並且給
我當說的話。一直快到傍晚，我纔把電話打出去。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服事的時候，能彀不要猶豫不
決，趕快把電話打出去。
兩天的兒童品格園中，我帶着小朋友一同進
入課程、作美勞、闖關、愛筵 DIY…等。雖然在
過程中他們有時會有些小衝突，但是最後都和解
了。我還很摸着愛筵 DIY，因為在過程中，我發
現有幾位比較皮的小朋友，居然也開始要搶着幫
忙。這讓原本對他們很頭痛的我，有了新的感受。
四天的行程一下就過去了，雖然很累，但也希望
藉由這次的兒童品格園，主耶穌能彀進到這些兒
童裏面。
（五會所 葉新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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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桃園區、八德區親子健康生活園簡易版蒙恩報導
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桃園一會所舉行
親子健康生活園簡易版，是第一次在會所舉辦。
參加的家也是有史以來最多的，有六十個家全程
參加。也是第一次設計學齡前的課程，有四十五
個學齡前的孩子，在服事安排上也是創舉。在沒
有團體外宿，都回家住宿的情形下，其中還有十
四個家願意操練內務整潔，照片傳到親子園的群
組中，感動了每個參訓的家一同進入操練。

孩子們操練詩歌與動作
這次性格的主題：『親、熱、就』，聖經人物
的榜樣：『以利亞與以利沙』。弟兄姊妹都認真操
練，父母以活力排的方式配搭傳輸，孩子也熟悉
詩歌與動作，事先進入聖經人物榜樣的經文。雖
然訓練期間遇到超級寒流，大家都竭力的進入，
讓孩子能彀認識性格的主題與得着享受。全程訓
練沒有退訓的，甚至有抱病參加，弟兄姊妹都重
視孩子的性格成全，沒有漏掉一堂。

王弟兄釋放話語並傳輸負擔
第二天課程，有分為四歲以前的幼兒班，四
到六歲的幼童班、國小班、七、八年級的青少年
班，各班課程進行的緊湊豐富。在家長的交通中，
王弟兄負擔的傳輸，興起父母渴慕在家中與孩子
同過神人的生活，以及有兒童排的開排實行。晚
上的大地遊戲，幫助孩子在遊戲關卡中進入性格

大地遊戲
的學習，加強孩子對性格的操練，並帶進活動的
高潮。
第三天上午，全家參加擘餅聚會，讓每一個
家都能同來讚美敬拜，建立敬虔家庭的氣氛。在
家長分享展覽中，原本各家在參加前有許多的狀
況，但因着操練而有從主來的轉變，令人感動。
同時藉着林弟兄和林師母的交通與開啟，得着許
多豐富的傳輸與供應。最後兒童及隊輔的申言、
展覽，大家一致對親子健康生活園的訓練留下深
刻印象。最終，大家在依依不捨中劃下句點。為
了讓大家能落實家中的操練，將會定期邀約參訓
的家交通展覽，不論操練如何，都能彀彼此扶持，
在家中同過神人生活並有性格的操練。願榮耀歸
神，阿利路亞！
（一會所 劉聖儒弟兄）
這是我們家第一次參加親子健康生活園，一
開始交通到要家長上課時，我壓力很大，很擔心
孩子聽不下去。感謝主，藉着弟兄姊妹的交通、
教導和配搭，讓我學會，如何和孩子交通。不該
都是仗着父母的權柄高姿態的訓斥，而是和他們
一起配搭、一同學習，藉着這樣的操練方式，我
們被構成，孩子也被構成。我很有感覺的是光有
認罪的禱告是不彀的，這暴露我們不彀親熱就，
也應該帶着孩子有認罪的禱告，帶着孩子有奉獻
有更新的禱告，父母和孩子一同被建造。
孩子們在這次的訓練中，也操練傳福音，學
唱聖經詩歌。我們都利用零碎的時間練習，小二
的小女兒其實有些名詞不是很懂，他都會問清楚
背起來，連睡覺不是說夢話，而是唱詩歌，真是
感謝主。孩子從小接觸神，真是有福，讚美主。
（十五會所 李尚淑文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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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行走生命的道路，享受滿足的福樂
我的名字叫葉妃，來自
福建廈門，目前就讀開南
大學資訊傳播系。一次偶
然的機會，好友推薦我看
了一本關於基督徒信仰的
書籍。看了之後大為震
驚，裏面的字字句句是那
麼合情合理，令人心悅誠
服。讓我從最開始非常排斥
神，到後來卻完全投入主的懷抱。尤其當我接觸
到聖經，讀到其中一段話說，
『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這簡直就是對人性最真
實的寫照！我們人人都不需要學習犯罪，但卻人
人都會犯罪。主耶穌為了擔負我們的罪救贖我
們，甘願死在十字架上，並流出祂的寶血，好讓
公義的神不懲罰我們，這樣的大愛難道不足以讓
我接受主作為人生的信仰麼？終於在一天晚

上，我在學校的宿舍裏，雙膝下跪，真誠的向主
耶穌禱告，說我願意相信祂，接受祂作我的救
主！
想起我和弟兄姊妹的相識，那天天氣寒風蕭
瑟，我正因感冒咳嗽難過。想到自己隻身在外
地，無人可依靠，十分懷念遠方的親人。此時恰
巧遇見兩位姊妹，她們及時伸出溫暖的手，熱情
的邀請我參加福音聚會。知道我生病還為我送來
溫暖的棉被。我深受感動，她們讓我在臺灣感受
到家的溫暖。現在的我已經受浸，接受主耶穌作
救主。之後的日子裏，我真的天天滿心喜樂，有
的時候好端端就覺得開心興奮。印證聖經的話，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
喜樂；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篇十六
11）。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我的重生之日。感
謝主，讓我成為神的兒女。
（十一會所 葉妃姊妹）

書報導讀

福音的普及與召會的治理（第一至二篇）
本書收錄李常受弟兄於一
九八五年四至七月，帶領召會
實行神命定之路。其中十三次
長老及同工聚會的信息與談話
記錄，分別講於台北、台中、
和美國加州安那翰等地。
信息內容
第一篇說到『正確的事奉
與福音的普及』
，第二篇接着說到『接受負擔達到
繁殖與擴增』。
真理要點
一、在使徒行傳我們看見，五旬節時三千人
得救，立即就分到各家，挨家挨戶的傳福音、教
訓人（二 46～47）
。並且開始持續不斷的傳講使徒
的教訓（42）
。到了四章，更帶進五千人得救（4）。
每一個人得救後，若是立即在他家裏傳講福音，
就絕不會給神職觀念留一點地位。聖經的原則
是，每一個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彼前二 9）
。
二、腓立比一章主要說到兩件事，一件是推
廣福音或興旺福音（3～18），另一件是活基督並

顯大基督（19～26）
。這兩件事是彼此關聯。要活
基督並顯大基督，就必須先興旺福音，推廣福音。
若是沒有推廣福音，沒有興旺福音，活基督並顯
大基督就變作徒有理論而不實際。
實行要點
一、主的召會在地上，第一是要普及福音。
第二是要有聚會，托住人，造就人。第三是要釋
放真理。第四是要有生活的見證。至終就是召會
建造起來，作主的見證。對於傳福音，我們沒有
理由推辭。我們要訓練眾聖徒如何傳福音，每一
個人都要學習傳福音，每一個家都要傳福音。
二、行傳八章給我們看見，那時在耶路撒冷
的召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成千上萬的門
徒都四散出去（1）。這四散到各處的人都到處傳
揚福音。我們擠在一起作工，常常彼此有摩擦。
若是出去開展，拳頭都向外了，即使想要彼此相
爭，也沒有工夫。若是我們給弟兄姊妹機會，為
他們開路，讓他們都盡上功用，結果定規是繁殖
與擴增。
（八會所 陳信忠弟兄）

第四版

二○一六年桃園市召會青職聖徒成全聚會，訂三月十二
日（週六）下午四時，在一會所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