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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十二）

遮罪銀為着編組成軍，為神在地上的權益和行動爭戰
出埃及三十章一至十節說到金香壇，接着十
一至十六節說到遮罪銀。為甚麼這兩段記載會放
在一起？這是因為金香壇同着基督的代求，以及
接下來所描述的遮罪銀之間，有着重要的關聯。
十一至十六節說到以色列男丁，自二十歲以上
的，要計算總數，每人要交銀子半舍客勒作為舉
祭。這是將銀所指明之救贖，應用到他們的情形
裏，使這銀子成為遮罪銀。
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班編組成軍隊的人，打
屬靈的仗，為神在地上的權益和行動爭戰（出三
十 12～14，民一 1～3）。屬靈的爭戰是必需的，
因為撒但的意志在對抗神的意志。屬靈爭戰的目
的，就是把神的國帶進來。神因着有許多的仇敵，
在地上就沒有行動的自由。按照以弗所六章十至
十八節，召會必須是戰士，與神的仇敵爭戰。
香壇與遮罪銀之間的關係，其屬靈的意義乃
是：我們在香壇禱告，為着編組成軍，為神在地
上的行動爭戰（出三十 1～16）。在香壇的禱告，
是為着神的行動；因着神的眾仇敵反對神的行
動，神就藉着爭戰而行動。神的子民尤其需要為
着編組成軍禱告，好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
以完成祂的定旨。這代求禱告的結果乃是數點神
的百姓，編組成軍，與反對神行動的仇敵爭戰。
當神有了這樣的軍隊，祂就能在地上為着祂的權
益有所行動。
男丁有資格從軍的年齡，其屬靈意義乃是：
我們若要在軍隊裏為着神的行動爭戰，就需要成
熟。二十歲以上的男丁都要付半舍客勒銀子，表
徵要從事屬靈的爭戰，必須在生命上成熟。今天
在主的恢復裏，迫切需要更多的人長大，達到成
熟，好彀資格被編組成軍。在香壇所獻上的代求，
乃是為着信徒的長大成熟，好形成軍隊。惟有這
樣一支軍隊形成，神纔能為着祂的定旨在地上行
動。

按照遮罪銀的豫表，我們所憑以爭戰的基督
乃是升天的基督，在諸天之上的基督。作為舉祭
的半舍客勒銀子，豫表神的子民所經歷並付出作
為遮罪銀的升天基督。為着屬靈的爭戰，我們對
基督的經歷必須達到最高點，就是與祂一同坐在
諸天界裏，並且不是在自己裏，乃是在升天的基
督裏爭戰。
我們需要經歷基督作遮罪銀，為着神的建造
和行動。在香壇禱告的結果乃是數點以色列人，
為要編組成軍，為着神在地上的權益爭戰。召會
要成為神的豐滿及彰顯，就必須是戰士，從事屬
靈的爭戰。在香壇禱告的結果，乃是主對眾召會
的眾聖徒作了一次『軍事人口調查』
。凡被數點的
人都彀資格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出去爭戰。逾越
節的羊羔完全且絕對是為着救贖的，對全體百姓
都通用。但遮罪銀只適用於那些彀資格形成神軍
隊的人。因着我們天然的人不彀資格被徵召進入
神的軍隊，所以我們必須出代價經歷基督作我們
的救贖，就是遮罪銀所表徵的（林前一 30）。
為着神建造和行動的遮罪銀稱為舉祭，表徵
升天的基督，是那些能出去打仗之人所付出的代
價。所交作為舉祭的半舍客勒銀子，被神用來為
着建造帳幕。整個帳幕寄託於一百個銀卯座，表
徵召會乃是寄託於我們所經歷之升天的基督。柱
子的銀柱頂，以及銀鈎和連絡的杆，表徵我們所
經歷之升天的基督成了召會的榮耀、力量和聯結
的能力。所交作為舉祭的半舍客勒銀子，是給神
用來為着編組成軍。這指明惟有那些守住升天地
位的人，纔能從升天超越的地位，攻打空中的仇
敵（弗二 6）。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我們必須編
組成軍，憑着在升天裏寶貴的基督，在身體裏打
屬靈的仗（弗六 10～12）
。
（曾廸華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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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召會二會所簡介
桃園市
召會二會所
位於中壢區
中平路 88 巷
3 號，鄰近中
壢火車站和
客運站之商
業區。於一
九五九年底
所購得。一
九七○年聖
徒約有一百人，原聚會場地不敷使用，因此決定
擴建。目前二會所一樓會場可容納四百三十人。
『這殿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說的；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
軍之耶和華說的。』
（該二 9）二會所有三個小區
（中平，明德，海華），主日聚會中平區在會所
一樓，其中包括年長聖徒和手語聖徒，平均主日

約有七十人。明德和海華兩小區在會所二樓，平
均主日約有四十五人。中壢區青少年主日聚會在
會所三樓，平均主日約有七十人。二會所主日人
數約在一百一十五人左右。每週晚上小排聚會有
中平排，青職排，明德排，將相排，手語排，小
排人數約在六十位左右。每週白天也有姊妹排和
兒童排。我們堅定持續實行神命定之路。
每週二上午禱告聚會約有二十位聖徒，晚上
禱告聚會約有四十位。我們盼望有更多聖徒能有
分於禱告聚會。因為祭司有多少，神的子民就有
多少。我們要恢復全體都作祭司，全體都事奉。
成全方面在春秋兩季每週三上午在二會所
有南桃聖徒成全聚會約有一百位聖徒參加。此
外，長青聚會從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開始至今，從
南桃各地於每週四上午都有聚集從未間斷過，目
前約有七十位聖徒參加。願主祝福我們，賜給我
們生產和乳養的福，使我們加倍的繁增。
（二會所□王英才弟兄）

南桃中學生生命教育體驗日報導
現代的生活品質越來越好，青年人對自己的
人生卻越來越感到迷惘。許多青少年不知道人生
的意義，不曉得如何面對挫折。為此我們感覺需
要在召會中作生命教育，使青少年在面對人生的
挑戰時不驚慌失措；也盼望藉此活動帶進更多的
福音朋友一同過召會生活。我們利用學期開始之
際，在二月二十一日主日南桃中學生集中聚會的
機會，有『南桃中學生生命教育體驗日』，共有
一百一十位青少年和服事者參加。
這次的主題是『名人啟示錄』，顧名思義就
是要從名人的經歷中得到啟示。所謂的『名人』
就是在各行各業中有成就的人。其實在召會生活
裏有很多這樣的人，就是我們的青少年服事者及
家長們。雖然常在一起聚會，青少年們卻不見得
知道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遇見的困難與挑戰。藉由
訪問這些服事者及家長，青少年也學習如何面對
人生的挑戰，並且讓環境順利的青少年明白，人
生並非一帆風順。如此拉近青少年和家長、服事
者的距離，靈中有更多的相調。
這次課程的智慧箴言：『如果你問一個善於
溜冰的人如何學得成功，他會說，「跌倒，爬起

來，便是成功。」』－牛頓。期望以後遇見困難
時，能想起這句話而重新站起來。之後，一位名
人訪談中說到，他的成長過程並不順利，青少年
時靠自己賺錢
養活自己，卻
因公司惡性倒
閉而面臨失業
危機。但他並
沒有放棄，又
重新找到工
作。他起初飽
南桃中學生生命教育體驗
受許多壓力，
分組訪談
以後他學得祕
訣，會祝福批
評他的人，並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世界上的人可以因着努力而成功。而我們在
經歷失敗挫折時可以倚靠主，不至灰心喪志，基
督是我們永遠的盼望。 （十會所□舒琪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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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大學福音節期的開展報導與蒙恩
三月一日至十一日銘傳大學福音節期的開
展，在這為期兩週的開展裏，四會所的聖徒和學
生一同配搭，分別在早、午、晚三個時段外出傳
福音，廣發福音愛筵邀請卡。以下是三點的蒙恩：
一、身體配搭中傳福音
在福音節期前我們就吹起號角，使弟兄姊妹
有傳福音的負擔，擺出肩膀同來扛抬約櫃。因此
不僅學生，還加上社區聖徒的力量，即便是白天
大部分聖徒都在上班的時間，還會有一到兩位聖
徒來傳福音，三個時段配搭的聖徒人次達到一百
位。每天晚上
各小區輪流
作簡單的晚
餐，使學生們
外面肚腹得
飽足，用完飯
再繼續傳揚
福音！福音
身體配搭中傳福音
聚會中，也請
已經畢業的
弟兄姊妹來作福音見證，見證他們如何得救並在
大學生活中與同伴享受基督的經歷。
二、負擔從禱告而來
這次學生們不只外出，每天固定晨興完會為
福音行動有團
體禱告。不僅
接觸路上的同
學，期間他們
也會為自己的
朋友禱告，因
着題名禱告，
使他們對福音
有更切身的經
得着一位同學成為姊妹
歷，裏面福音
的炭火也彼此堆加。天天堅定持續的禱告，使福
音真實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三、回訪得着敞開名單
上學期是新生入學的烏魚季，藉着信仰問
卷、學校社團博覽會得着大量新生的名單，這次
除了拿到新的名單，我們也加強回訪敞開的學

生，有些學生因着回訪而被邀到福音愛筵聚會。
在福音節期中，外面看起來得救的人數雖不
多，但我們藉着禱告與那靈同工，主首先得着我
們這個人，弟兄姊妹們個個作祭司，操練神命定
之路的實行。
（四會所□黃令媛姊妹）
在這次的福音節期中，我有照顧一位福音朋
友，也是研究所的同學。因着他無論是課業還是
研究都相當的繁忙，甚至有時會因為要開會，會
忙到早晨纔休息。所以擔心他會不會太累而沒辦
法來參加我們的聚集。
不過我們基督徒有一項非常應時的屬靈武
器，就是藉着禱告及代求。而且不只是一個人的
代求，而是團體的代求。當時在弟兄之家就有一
羣弟兄們為這位福音朋友禱告，在當時實在是經
歷了金香壇的代求，使這位福音朋友能彀來參加
我們的聚集。此外也經歷弟兄們的配搭，不管是
在陪談或是邀受浸時，彼此配搭供應真理，或是
分享召會生活中的享受，讓這位福音朋友看見我
們就覺得不一樣。甚至還在猶豫是否要受浸時，
弟兄們已經準備好浸衣放在他的手裏，使他願意
敞開心門，信而受浸，成為神家裏的親人。
（十會所□賴柏豪弟兄）
『我們日用的食物，今日賜給我們。』（太
六 11）在二月二十七日週六有包水餃活動，可以
邀約福音朋友一起來。我決定把我書桌前幾張已
過接觸到的名單，傳簡訊邀約他們。十幾分鐘後
竟然收到回覆，還說要帶他的朋友一起來，讚美
主是信實的神！
包水餃、喫飯、唱詩歌…時間過得很快。到
了邀受浸的時候，每次我總是很害怕，因為不喜
歡勉強別人，更不希望看見他們為難又尷尬的表
情。但藉着弟兄姊妹彼此的配搭，感謝主的憐
憫！有兩位願意受浸成為弟兄。雖然還有一位福
音朋友未能決志受浸，但聖經上說：『…這福音
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
（羅一 16）
相信主會帶領他。傳福音就是『只要信，不要
怕』，跟着羊羣的腳蹤，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
（九會所□仝雅如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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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見證並傳揚主大能的救恩
年輕時
因 家 境 窮
困，需要工作
補貼家用。那
知，卻積勞成
疾，又因自幼
有黃疸症，併
發甲狀腺腫大，骨膜發炎。三十一歲那年有天突
然眼睛看不見，內心慌張又痛苦。到廟裏拜拜，
想祈求保佑，結果越拜越敗。病不但沒好轉，後
來連腿也出了問題。遍尋良醫名藥，花盡家裏存
款，也賣了辛苦賺來的房子，還是無法得醫治。
身體每況愈下，醫生和家人都準備放棄救治。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弟兄姊妹得知消息，趕
緊邀來弟兄們一同圍着我，為我迫切禱告。突然
我的眼皮動一下，大家就更有信心禱告。接着我
睜開眼睛，大家進一步把我抬起來坐着，並按手
在我身上繼續爭戰禱告。阿利路亞！神顯了醫治

的神蹟，我實在經歷主的憐憫、慈愛和復活的大
能，使我『起死回生』。當週主日弟兄姊妹就扶
持我去聚會並受浸成為神的兒女。受浸後我竟然
能起來行走。父母、妹妹看見主在我身上的大能
救恩，也都逐一相信並歸入主的名下。
感謝主！因着喜樂的召會生活，我的身體不
但漸漸好轉，也脫離了喫藥的日子。本來不想結
婚的我，在聖徒及家人的鼓勵和主的印證下竟然
也結婚、生子，享受正常且有意義的人生。這數
十年來我對主的愛越久越深。為此，我樂意傳揚
福音，靠主的恩救助需要的人。因着有機會住在
台北半年，就帶了二位福音朋友在台北十四會所
受浸並過召會生活。陸續在龍岡也帶了二十幾位
新人，在中壢帶了十幾位，在忠愛莊也帶了三位
受浸，歸入主的名裏，榮耀歸神！神愛世人，祂
要我們把福音傳遍居人之地，願我們都答應祂的
呼召，出去傳高品的福音。阿利路亞！
（二會所 周戴玉羽姊妹）

書報導讀

福音的普及與召會的治理（第五至六篇）
本書收錄李常受弟兄於
一九八五年四月至七月，帶領
召會實行神命定之路。

胸前，用屬靈的力量，藉着主的愛，把弟兄姊妹
擔負到主前，讀他們的光景，得着主的引導。

信息內容

一、保羅在哥林多召會說到，他傳基督耶穌
為主，也傳自己是弟兄姊妹的奴僕（林後四 5）。
在召會中，同工們為主作工，或是長老們帶領神
的群羊，乃是『領導』，而不是『轄管』聖徒。
二、在長老聚會中，最需要的就是充滿禱告
的靈。弟兄們的靈應當向主敞開，與主的靈調
和，共同進到至聖所，在靈裏充滿神的光照、神
的說話；這樣的長老聚會纔有屬靈的價值。
三、召會的行政不是獨裁、不是民主，乃是
神治。在長老聚會中，乃是主的靈與我們同在。
經過了交通，烏陵和土明發揮功效，產生決議；
這樣的決議就是神治。（十二會所 劉聖儒弟兄）

第五篇論到『作長老的基
本原則』，第六篇說到『長老
聚會中的議事』。
真理要點
一、
『…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大，就必作你
們的僕役；你們中間無論誰想要為首，就必作你
們的奴僕。』（太二十 26～27）長老是弟兄姊妹
的奴僕，不是機關裏面的首長。我們中間只有一
位元首，就是基督。
二、在舊約，主是藉着祭司體系來帶領以色
列人。大祭司帶着胸牌、烏陵和土明到至聖所與
神相會，乃是把全體以色列子民都帶到神面前，
尋求神的引導。長老們應當把全召會戴在肩上和

實行要點

第四版

請為 3/25 日起至 5/2 日在桃園中路重劃區五週福
音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