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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十三）

聖膏油
在出埃及三十章裏二十二至二十五節中的
聖膏油是複合膏油之豫表，其意義比創造宇宙的
意義更大。聖膏油，就是橄欖油與四種香料複合
成的膏油，乃是耶穌基督之靈完滿的豫表，這靈
就是基督藉着死與復活成了那經過過程的三一
神複合、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
這複合膏油的成分意義如下：一、流質的沒
藥是埋葬時所用的香料，表徵基督寶貴的死。沒
藥也用作止痛劑，以減輕死亡的痛苦。主耶穌被
釘十字架時，有人拿沒藥調和的酒給祂，要減輕
祂的痛苦。沒藥也能用來治好身體不當的分泌
物。在我們的人生中，有許多不當的分泌物，但
主在十字架上的死治好了這個難處。二、香肉桂
表徵基督之死的甜美與功效。肉桂可以用為增強
衰弱心臟的處方。當我們在那靈裏應用主的死到
我們內裏的所是裏，我們的心就會被增強，使我
們在主裏快樂歡喜。三、香菖蒲，出自一種在沼
澤或泥濘之處往上生長的蘆葦，表徵基督寶貴的
復活。四、桂皮，古時用以驅逐蛇蟲，表徵基督
復活的驅逐大能。桂皮驅逐一切邪惡的『昆蟲』，
特別是古蛇魔鬼。五、橄欖油作為複合膏油的基
本成分，表徵神的靈是複合之靈的基礎。
四種香料表徵在神創造裏基督的人性，一欣
橄欖油表徵獨一的神帶着祂的神性。因此，橄欖
油與四種香料相調，表徵在複合的靈裏，神與
人，神性與人性的複合、調和。豫備橄欖油和四
種香料，都必須經過壓榨或切割的過程，表徵神
的靈藉着基督的受苦成了基督的靈。不僅如此，
四種香料的分量有三個完整的五百舍客勒單
位，中間的五百舍客勒分開為兩半，表徵在復活
裏的三一神，第二者（子）藉着在十字架上的死
『分開了』。在聖經裏，複合膏油的五種元素以
及四種香料的三個五百舍客勒單位，表徵三一神

在復活裏作為大能、能力，為着擔負責任。
複合的膏油，就是聖膏油，用以膏抹帳幕及
其一切器物、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
座、以及祭司，使這一切成為聖別，分別為聖歸
與神，為着祂神聖的定旨：這膏油表徵三一神藉
着基督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為包羅萬有複合的
靈，臨到蒙祂揀選並救贖的人，以祂自己膏抹他
們，使祂自己與他們成為一，並使他們與祂成為
一。聖膏油僅僅為着一個目的，就是膏抹神的居
所和祭司體系，這油不可倒在一般人的肉體上，
也不可按這些成分，調製與這相似的，干犯的這
人要從民中剪除。
約翰七章三十九節說，『耶穌這話是指着信
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時還沒有那靈，
因為耶穌尚未得着榮耀。』這意思是，主得着榮
耀以前，還沒有複合的靈。乃是基督復活以後，
這靈的複合或調和，纔得以完成。當這靈還是神
的靈，祂只有神聖的元素。當祂成了耶穌基督的
靈之後，祂就兼有神聖與屬人的元素，連同基督
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和復活的一切素質和實際。
藉此我們能在身體裏、藉着身體、並為着身體，
活基督，以顯大基督。
我們這些信徒都已經被複合的膏油，就是包
羅萬有的靈所膏抹。詩篇一百三十三篇二節描述
膏油如何從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
襟。這表徵整個基督的身體都被那靈所膏抹。一
的立場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這聖膏油，複合的
靈，應用到我們身上。我們要被膏油所『油漆』，
就必須與召會是一。這樣，我們自然就享受到膏
油和其中各種成分的塗抹。取用這膏油所產生的
一，是何等的奇妙！
（翁景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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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桃園市召會三會所簡介

桃園市召會三會所位於楊梅區金德路一三
○號，鄰近楊梅火車站後站。原先楊梅聚會場地
為租賃的房屋，後因人數增多而不敷使用，為此
聖徒們為着購建新會所有迫切的禱告暨財務的
奉獻。於二○○二年初完成了楊梅新會所的蓋
建，當時主日聚會聖徒約有九十人。後又購置埔
心會所，座落於福羚路上；為地上一層（含地下
一層）聚會場所。因着主話的加強並為着主見證
的繁增，三會所的聖徒們於兩次會所購置的奉獻
中，不僅因着主的愛勝過瑪門的權勢，也經歷神
的信實與保守。至二○一五年底，聖徒主日聚會

平均人數已繁增至一一六人。
目前三會所共有四個小區：楊梅區、秀才
區、埔心區及陽光山林區。楊梅區主日聚會於楊
梅會所一樓，平均主日約有六十人；二樓有兒童
聚會，三樓則為青少年聚會。秀才區主日聚會在
租賃之房屋聚會，平均主日約有二十人。埔心和
陽光山林兩小區主日聚會在埔心會所，平均主日
約有五十人。
三會所共有四百多位聖徒過召會生活。有十
個小排在聖徒家中聚集。白天有姊妹排、長青排
和兒童排，為着各年齡層聖徒的需要。每週二晚
上的禱告暨事奉聚會約有二十位。週四上午的長
青追求聚會約有三十多位聖徒參加。今年我們盼
望主能興起更多的聖徒能有分於禱告聚會，與這
位代求的基督是一。使眾人都被編組成軍，恢復
全體盡功用，堅定持續的實行神命定之路。
（三會所 陳景川弟兄）

二○一六年春季中學生期初特會報導
三月六日，主呼召一班青少年聚集在一會
所，一同有分這次『桃園市召會中學生期初特
會』。與會人數共有三百六十五位，中學生有二
百九十位參加，使主能在開學之際，更新少年人
的奉獻！
聚會中各樣服事都是由青少年主體配搭，從
領詩、擘餅、遞餅、點名、引導、招待樣樣都是
青少年來作，面對近四百人聚會的服事雖不容
易，但仍然在靈裏有最好的服事。
這次的負擔有兩方面，分別是『奉獻』與『福
音』。關於奉獻，弟兄說到轉移時代的人都是自
願奉獻的人，其中最明顯的兩個例子就是撒母耳
和但以理。儘管他們的處境十分為難，但他們自
願奉獻卻使神能大大的使用他們，在那時代中作
相反的見證！弟兄鼓勵青少年奉獻自己成為拿
細耳人，並從四件事：世俗的享受、自我的榮耀、
天然的情感和屬靈的死亡中分別出來。
關於福音，說到我們是新約的祭司體系，需
要獻上罪人為祭物給神，並且也說到每一位弟兄
姊妹都需要出去傳福音，而不是只有少數人的責
任。主已經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給我們了，所
以不要怕我們不會傳，也不要說我們不會傳；我

們不會傳是因為我們不傳，我們怕傳也是因為我
們不傳。我們一直傳，就越會傳！我們都需要前
去接觸罪人，使更多的少年人認識神！
最後，青少年在主面前尋求，在平時生活和
福音生活有更確定且具體的奉獻，除了填寫奉獻
心願書以外，並且上台宣告。在開放上台奉獻
時，台前已被瘋狂愛主的青少年擠滿，與同伴上
台宣告奉獻書，有的奉獻與同伴一同晨晚興、有
的願意分別放
學時間在校園
傳福音、有的更
列出名單，盼望
在這學期邀約
同學參與我們
青少年上台宣告奉獻
各式的聚集。
願主得着這些少年英雄，將上好的年歲給
主，作主瘋狂的愛人，成為校園中剛強的見證。
願愛主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請眾聖徒
繼續為主在青少年身上的工作代禱，願主祝福！
（一會所 侯欣儀、丁韋馨姊妹，
十六會所 李思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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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桃園市召會青職成全聚會報導暨蒙恩見證
二○一五年全臺衆召會首次達到了『臺島新
人得一萬』的得救人數目標。我們在感謝神將得
救的人加給祂召會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召會急需
『年輕化』。需要得着更多的青年人擔負召會的
責任並應付神在全地的需要。二○一六年年初在
弟兄們的交通和帶領下，我們有新的目標：『全
臺青年得一萬』。
二○一六年桃園市召會受浸目標為八百零
四人，而其中青職目標有四百人。在這樣高的比
例下需要全召會聖徒一同重視青職、顧到青職並
且成全青職。藉着興起這班青職聖徒而帶進更多
青年人，使召會滿了繁茂的復活！有鑒於此，弟
兄們有負擔建立青職聖徒晨興及外出傳福音的
生活。
三月十二日聚會當天，天氣寒冷下着小雨，
但青職聖徒還是報到的非常踴躍。聚會開始領詩
的弟兄率先釋放靈挑旺整個會場，接着林弟兄開
始第一部分的信息，強調早起的重要性，早上的
時間就如黃金，是我們接觸享受神最好的時光。
撒母耳因爲神何時呼喚他，他都能起床，而成爲
那時代的申言者。抹大拉的馬利亞也是因着早晨
到墳墓找主，就遇見了主的顯現。所以建立晨興
的生活不僅使我們得餧養，也使我們與主更親
近、更討祂的喜悅。青年人需要早睡，晚上有所
不為，清早纔能有所爲。我們爲着主，晚上要早
早就寢，為要早起接觸主，纔能建立晨興的生活。
接着，彭弟兄再和我們交通傳揚福音的負
擔，晨晨復興是往下扎根，傳揚福音是向上結
果，我們外出傳福音乃是建立在晨興的生活上。
職場就是我們的漁場，不只是為上班，更是爲着
得人，因此我們在職場上必須為主發光，把福音
傳揚出去。弟兄盼望青職聖徒每週都能分別兩個
小時，出去接觸人，盡生機的功用，使福音成爲
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末了，弟兄姊妹在分組中彼此分享供應，
也爲着桃園中路重劃區及楊梅秀才區福音開展
有擺上。盼望每一位參加特會的青職成爲生命的
種子，顧到小區裏的同伴和他們聯結一起，彼此
扶持往前。願主祝福這班青年人，爲了主的回來
甘心獻上自己，愛主事奉主，頂天立地，成爲神
家中的柱子！
（一會所 溫光元弟兄）

在這次的青職聖徒成全聚會中，說到了兩大
主題。第一是要被復興，第二就是傳福音。我很
享受林弟兄交通到晨興的重要，早餐一定要喫主
喫飽，整天就能被主得着了。我的經歷也是如
此，只要早晨有好好喫主話，當天就能在工作裏
享受早晨所得着的基督。有時輭弱，早上起不
來，晚上纔花時間進入晨興聖言的話語，就無法
像早上親近主那樣的享受。求主使我能不斷的回
轉，無論在怎樣的光景裏，每早晨我都能轉到神
裏面，好經歷主是新鮮活潑的神而得着更新。我
也很摸着晨興要有同伴，纔不會有一餐沒一餐
的。最好是有早晨能來在一起的同伴，面對面的
晨興最得着加強和供應。這使我馬上邀約同伴操
練，從起床電話晨興提早十分鐘開始。願主使我
們能堅定持續，也有機會能與同伴每天來在一起
面對面晨興。
在傳揚福音的事上，我很摸着弟兄交通到職
場就是我們的漁場，我們生活有大部分的時間在
職場上，我們在職場上不只是為上班，更是要為
得着人，去工作不是為着討食，乃是為着服事
主。感謝主，我真不知道如何在職場上傳福音，
但弟兄的交通到，只要我們過着享受主，喫飽的
生活，自然能有從神而來的吸引力，別人與你接
觸時，就知道你裏面有東西，這時就是我們傳福
音的機會。求主憐憫，使我能對主話有胃口，每
日都經歷神是新鮮活潑的，也使我能看見神家的
需要，在配搭裏得人。 （八會所 蔡政傑弟兄）
感謝主，藉由青職特會的交通，主再題醒我們
要過一個晨晨復興及傳揚福音的生活。在這邪惡
的世代，常常不知不覺就落到黑暗的光景，藉由
身體的交通，以及弟兄們愛的鼓勵，使我們更儆
醒。我摸着沒有晨興的青職聖徒，容易被消耗。
天天晨興就會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已過雖然也
有晨興的生活，但是更題醒我要把握每次晨興的
時間，要將主喫飽，因為職場的工作容易使我們
不知不覺沾染屬地的污穢。需要藉由早晨話中之
水的洗滌，將我們洗淨，並且在工作的空檔中把
握機會，不斷轉向主，呼求主，纔能成為活力人，
將福音傳揚給人。
（四會所 曾佳恬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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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脫離夢中喝水，暢飲生命活水
在我還未得
救之前的生活真

孩子的未來感到擔心。
直到有一次，和姊妹到外地召會去訪問。一

是過着夢中喝水
的日子。上班閒暇
之餘就是上網打
電動或是看小說
打發時間，連下班
回到家也不例外，就是沉溺在虛空的世界裏，過
着沒有動力和目標的生活。直到跟我作基督徒的
姊妹結了婚，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主耶穌，纔真正
嚐到生命活水的滿足，找到人生的意義。
從小生長的背景是在傳統的家庭中長大，自
認保守的我，面對大環境的改變，和身邊的朋友
一樣，汲汲營營所追求的不外乎是財富和名利。
尤其是我從事人民保姆工作的關係，常會接觸到
參與傳統宗教活動的年輕人，個個成天逞兇鬥
狠，面目猙獰，只想及時行樂對人生沒有任何目
標。再加上這些團體舉辦活動無非是為着賺錢牟

位當地親愛的姊妹，知道我還是福音朋友，就抓
住機會鼓勵我說，『不要讓我跑到桃園去看你受
浸，就在這裏好了，就是今天了。』雖然我想拒
絕，但嘴巴卻說不出口。而腦海中剎時想到了在
職場上看盡人生的百態，自己對生活，也是無力
與虛空。並且孩子們需要榜樣，更希望孩子能留
在召會生活中，所以我就順服的答應受浸了。
奇妙的事發生了！在我受浸得救後，主逐漸
改變我天然的嗜好，不再沉溺於虛擬的網路世
界。因主憐憫，在最近一次的福音聚會中，帶了
兩位警察同事得救。並從主的話得知我和姊妹要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因着同過甜美喜樂的召會生
活，現在夫妻間感情更堅定。主的話也是信實
的，
『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
一六 31）我相信，未信的親人有一天也會與我們
一樣進入神愛子的國裏，一同暢飲這屬天、生命

利，每天看到的都是社會的消極面，年輕人從事
不良的行業，作着不法的事情，真是讓我對自己

的活水，享受基督永遠的同在。
（一會所 李志中弟兄）

書報導讀

福音的普及與召會的治理（第七至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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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內容
第七篇論到『小排的建立
與話語的供應』，第八篇講到
『地方召會中財務的治理』。
真理要點
一、使徒行傳開頭的聚集，有大聚會和小聚

一面，聖徒為着主的權益，將這不義的錢財供應
給主的僕人、或福音工作用，就能成為神所悅納
馨香的祭物。
實行要點
一、主的恢復要往前，必須注重靈和話。我
們的靈要強，就需要花工夫，在主面前多禱告，
多有交通。我們的話語要強，就需要多方追求。
二、召會的財務是個大項目，我們的眼睛必
須放在主身上，學習相信祂。一旦有需要時，不

會；大聚會在聖殿裏，小聚會是挨家挨戶的進
行。無論大小聚會，關鍵點就在話語。所以，今
天召會要剛強，話語非強不可；這需要我們盡上
一切。
二、真實的屬靈，顯在對具體物質事務的處
理上。一面，錢財在地位和存在上是不義的；另

憑外面的環境來估量，乃要信靠祂，祂會顧到我
們。其次，我們應當學習有智慧，有見識，在各
方面作未雨綢繆的打算。（四會所 林語光弟兄）

第四版

請聖徒為 2016 年春季桃園市召會聖徒成全聚
會，每週三上午分別在一、二會所舉行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