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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冬季訓練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三十六） 

香 

本篇信息出自出埃及記三十章三十四節至

三十八節。論到帳幕的啟示這一段，末了描述兩

件東西：膏油和香。聖膏油（出三十 23～25）表

徵基督作為包羅萬有的靈，從神來到我們這裏，

而香（35）表徵基督從我們去到神那裏。這是雙

向的神聖交通。膏油塗抹在基督裏並藉着基督將

神帶給我們，使我們有分於神聖的元素。香是我

們在禱告中帶着基督並且作為基督到神那裏

去，使神得着享受。 

這香包含五種成分。三種香料表徵在復活裏

的三一神，加上純乳香，成為四種成分，表徵基

督的人性。三種香料各都表徵基督的死。蘇合香

表徵基督生產的生命，甜美的死。香螺表徵基督

的死連同祂救贖的生命。白松香表徵基督生產的

生命大能的死。第四種成分乳香，表徵基督甜美

的復活。三種香料和乳香加上鹽，一共有五種成

分，五這數字表徵負責任。鹽表徵基督之死殺死

的能力和保存的能力。香的四種成分加上鹽，表

徵我們的禱告需要藉着十字架『加上鹽』，好消

殺我們裏面一切的不純和偏向。香必須加上鹽，

搗細並焚燒。我們要有基督作為香，獻給神作甜

美的香氣，就需要真正經歷基督帶着香的一切成

分。 

不論是在舊約，或是在新約，香都表徵我們

的禱告（詩一四一 2，啟五 8）。實際上，香不是

為着奉獻，乃是為着上升。按照聖經，禱告不是

一種祭，乃是升到神那裏去的香。香特別是指復

活升天的基督，連同祂的一切工作、果效和功

績。在啟示錄八章三節，香象徵基督連同祂所有

的一切功績，加到眾聖徒的禱告上，使眾聖徒的

禱告，在金香壇上得蒙神的悅納。因此，同着基

督作為香的禱告，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升到神那

裏去。這對神乃是馨香之氣，滿足神，同時也執

行神的經綸，神的行政。既然香表徵基督，燒香

的意思就是禱告基督。 

兩座壇，銅祭壇和金香壇，是由抹油，藉着

贖罪祭的血並藉着焚燒祭物的火連在一起。由祭

壇和香壇上的焚燒，都有馨香之氣升到神那裏，

作祂的滿足。祭壇上的焚燒是審判的焚燒，而香

壇上的焚燒是悅納的焚燒。在這兩種馨香之氣

裏，有燔祭壇上基督之死的甜美，以及香壇上基

督復活和升天的甜美，叫我們蒙悅納。藉這三種

元素，抹油、血和火，這兩座壇就連在一起。而

我們在金香壇前禱告時，我們的禱告應當既沒有

凡火，也沒有別的香。我們的禱告，不該有某種

天然的動機，不該沒有受過十字架的對付，也不

該禱告與基督無關的事物。當我們在金香壇與主

是一，為別人並為主的權益代求時，我們的禱告

對神乃是馨香之氣。 

最後，弟兄題醒我們。我們需要過一種有兩

個特徵的生活，也就是過兩座壇的生活，並有三

個階段的禱告。詩篇八十四篇三節說到不論我們

有多剛強，總要領悟自己是微小且脆弱的，如同

麻雀和燕子。房屋是安息的地方，窩是避難的地

方。藉着這兩座壇，我們蒙救贖的人能找着窩作

避難所，找着房屋與神享安息。我們的禱告開始

於外院子的銅祭壇，珍賞基督包羅萬有之死的功

效，在禱告中，應用基督作我們的祭物。來到主

的話這裏，接受祂的光照，得着祂的滋養。末了，

來到香壇這裏。我們領悟在我們靈的深處有一些

出於基督的東西，是可以在禱告中發表出來的；

這時就有香上升到神那裏，蒙神悅納。我們要一

直過這樣的生活而往前去，直到把主帶回來。 

（吳文宏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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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召會六會所簡介 

桃 園 市

召會六會所，

於二○一四

年六月購入，

二○一五年

十月翻修完

工，為全新會

所，座落於中

壢區龍岡路

三段 620 巷

14 弄 1 號。緊

鄰中壢龍岡大操場，附近又有森林公園及萬坪公

園，為聚會暨相調之好場所。 

桃園市升格後，六會所以龍岡路一段至三段

為主軸，將忠貞區、健行區、林森區之聖徒合併。

主日聚會為一百零二人。附近有三所大學：桃園

創新技術學院、健行科技大學及陸軍專科學校。 

（一）忠貞會所，歷史悠久，早年由鄭天翔

弟兄及一羣忠心耿耿且愛主的軍中弟兄們，在薪

水微薄、物資缺乏的年代蓋造，於忠貞眷村旁，

方便住眷村的聖徒主日及每日晨興聚集用。 

近期軍方來函，要求忠貞會所還地遷出。聖

徒們卽迫切禱告，積極找尋新會所，至終主給了

我們六會所現址。原屋舍破舊不堪，經忠貞年輕

聖徒花三週時間清理舊設備、家具，備極辛勞。 

再經臺北四十三會所莊伯忱弟兄室內設計、監工，

從外部防水、抽換電線、泥作、木工裝潢、鐵工、

水電，全部都翻修，費時七個月的時間完成。 

全房煥然一新，設備新穎、齊全。一樓主會

場可容納一百人，二樓為全時間服事者之家（三

房一廳），三樓為青少年及兒童用，又有天井、

後院。 

（二）健行會所，起初由健行工專之學生弟

兄們先聚小排，後靈裏火熱，渴慕同住弟兄之家

過神人生活；加上黃志輝弟兄初來中壢，對學生

工作極有負擔。因此於一九八四年買了此棟樓，

黃志輝弟兄住一樓，五位弟兄住二樓。弟兄們畢

業後，弟兄之家卽成了健行會所。初期聖徒們僅

為一個小排，人數不多；後廣傳福音，彼此供應，

餧養看望，而繁殖擴增為三個小排。堅定持續，

勤作主工，歷經二十五年後，發展成為健行區、

林森區、美麗區，主日基數為八十四人。 

然聖徒們大都為中壯聖徒，為照顧青職而成

立了新富區。桃園市升格後，美麗區及新富區靠

近中豐路，併入了十四會所。健行區、林森區靠

近龍岡路，與忠貞區合併為六會所。 

近期六會所聖徒週週主日下午出外叩門，月

月有福音收割聚會。願主藉此新會所，得更多平

安之子及長存的果子。 （六會所 張上釜弟兄） 

2016桃園大學生期中相調蒙恩報導 

桃園地區大學生同服事者，於三月二十六日

一早前往拉拉山展開兩天一夜桃園大學生的期

中相調。相

調前學生

們有許多

禱告，經歷

主的豫備，

連續三週

陰雨連綿

的天空，卻

在這個週

末放晴了！使我們能與主、與同伴一同在高山上

享受清明的天！ 

本次相調的負擔，在於將福音週所得的新人、

接觸中的福音朋友調進召會中；藉此認識在他們

身邊有許多清心追求主的同伴，激勵他們將自己

獻上同過召會生活。一路上安排角板山公園、小

烏來風景區、巴陵古道等行程，過程中不只欣賞

美麗的山景、享受陽光的照耀，還能與弟兄姊妹

有交通。這次也來許多外籍生，有些是福音朋友，

有些則是得救的新人，神要將人從各民族、各邦

國帶來歸祂。 

晚上的相調聚會則是另一高峯，藉着唱詩和

見證的展覽，眾人的靈都新鮮活潑，即使高山寒

冷，火熱的靈卻在裏面焚燒，喜樂從學生們的臉

上洋溢出來。弟兄姊妹見證，他們因着同伴能彀

在禱告上堅定、在主的話上同追求、在校園中同

魂為福音的信仰一齊努力；也有新人見證如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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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且能為同伴禱告。甚至有一位新人在隔天回

程的路上分享，他裏頭真的前所未有的喜樂並釋

放。『一同愛主，一同享受，彼此建造，親愛的

同伴哪，召會生活有你真好…。』不能沒有你這

首詩歌是這次的主題詩歌，更可以說是本次相調

的最佳寫照。          （四會所 黃令媛姊妹） 

 

拉拉山兩天一夜和弟兄姊妹們的相調中，大

家的互相關懷，讓我深深感動，並且也更加融入

神的家中。一開始我會因為大家對我這樣一個

『陌生人』熱心幫助而驚訝，繼而感恩感動。後

來更加了解之後，自己也開始情不自禁的為大家

的喜樂而喜樂，為大家的悲傷而悲傷。 

第一天晚上聚會，大家玩的很開心的時候，

突然得知一位姊妹的爺爺過世的消息，馬上輪到

我上臺分享受浸後的喜樂，但是看到姊妹強忍着

悲痛還在表演。突然在腦海裏演練過的講詞就似

乎想不起來，要上臺了，還是一片空白，但卻一

點也不緊張，話就自然而然的說出口了。我想是

主耶穌親自來使我們的悲傷驅散，大家一起為那

位姊妹禱告的時候，我覺得我們所有人是合為一

的，神的生命將我們加強，使我們的姊妹堅強的

度過悲傷。我很榮幸能與一羣溫暖善良的同伴認

識，希望主耶穌保守我們未來的日子裏，一直這

樣平安喜樂。        （五會所 滕曉東弟兄） 

 

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住民宿，第一

次接觸教會朋友，第一次跟不同學校的同學分享

自己的閱歷。也許剛開始對於這些陌生的事情，

自己還會懷疑會猶豫。但是，當你勇敢的往前

走，你會發現生活會給你帶來很多驚喜與感動。 

和大家在一起這兩天，是我來臺灣交換學生

這麼久時間中，第一次覺得最釋放自己的時光。

住民宿那天

晚上，我在

wechat 上面

曬幸福，我

說我真的很

快樂，此時

此刻。我最

印象深刻的

地方是大家

在一起唱詩歌，一起為同伴禱告的時候，我覺得

這種方式讓我很感動。我覺得有信仰的人真的很

好，不管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甚麼困難，都能有一

份很樂觀的心態往前走；也許你會迷茫，也許你

會掙扎，也許你會無奈。但是，他們都相信自己

的主與自己同在，給自己力量。這兩天，我感覺

到我作為福音朋友，收到了大家很多的祝福。在

此，真的感謝大家，也許我記不起每一個人的名

字，但我覺得你們帶給我的那份喜樂足以讓我永

銘難忘。           （十一會所 詹秋明弟兄） 

 

感謝主的保守，使這次相調的天氣沒有豫期

的冷，而且也相當的晴朗；讓我們能自在的享受

山林的空氣，拋開屬地的煩惱。 

每次的相調都是很不一樣的，因為主會為我

們豫備不一樣風景、人和事物。這次主也奇妙的

為我豫備和姊妹們有更深交通的機會，在相調第

一天的晚上，我們三、四個來自不同學校的姊

妹，原本只是在分享，後來有位姊妹問候我們的

近況如何，我們就各自交通彼此的情況。在交通

過程中，也瞭解每個人不同的屬靈狀況，最後我

們還為彼此的情形代禱，我很享受這樣交通的過

程。因為平常聚集沒有許多時間讓我們好好交

通，藉這次的相調，能聽到別人不同的情形和經

歷，使我們能彼此幫助和激勵。感謝主！讓我們

有這甜美的交通，使我也學習要把握每次相調的

機會。               （九會所 盧姵如姊妹） 

 

這次戶外相調是最令我感到驚奇的一次，出

乎意外的好天氣及有趣行程。原來以為這多雨的

天氣會打亂我們的行程，感謝主給了我們這麼適

合出遊的天氣；也多虧弟兄姊妹費盡心力的籌備

這次的活動。 

在過程中，很享受與弟兄姊妹的相調，不只

是出去玩，更讓我和弟兄姊妹更加認識、更多互

動，也確實讓我對桃園大學生有不同的認識；有

別於靜態的聚會，動態的相調讓我看到大家活潑

開朗的一面。『我真是歡喜跳躍，有主作我至寶，

又能與你們聯調，沒有比這更美好。』雖然有許

多大四的弟兄姊妹們可能是最後一次參加期中

相調，但因着在主裏，我們就是一。 

（四會所 張宇蘋姊妹） 

 

 

 

 

 

 

 

聚會中福音朋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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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揀選和憐憫 

  我是凃秋華姊妹，在

信主前曾經抵擋和抗拒神

的福音快二十年；那時我

這個人，根本是不可能會

去相信耶穌的。因為從小

到大都長期在宗教裏；娘

家是天主教，夫家是拿香

拜拜的。所以信主前，我

認為所謂的宗教都是迷信，

目的只是勸人行善，及求心裏平安而已，沒甚麼

值得去信的。 

後來我們搬家到我小時生長的地方，遇到慈

祥的丁媽媽，她是我們家鄉的鄰居，從小看着我

長大。有一天她邀請我參加福音聚會。雖勉為其

難，但還是去了。當天參加人相當多，大家都顯

得很喜樂的樣子。丁媽媽很熱情，在聚會的末

了，不斷的鼓勵我受浸，當下感受到莫名的平安

和喜樂，我就簡單的受浸了。 

之後每週三在我下班後，師母和一個與我同

齡的姊妹，來我家陪我唱詩歌和讀主的話。如此

持續將近一年多。原本任性的我，變得謙和且不

易發脾氣。也因着被真理浸潤加上喜樂的召會生

活，使我內心很踏實，有真實的滿足和喜樂，只

覺得再也不需那些虛空的追求了。 

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說『神為愛祂的人所豫

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

未曾想到的。』許多年後，丁師母老邁臥病在床，

她在臨走前告訴我，我兩三歲時，掉入我們兩家

之間的水塘中快淹死，她及時把我救起。原來她

不但救了我肉身生命，也救了我屬靈的生命，使

我能蒙福得着神那永遠的生命。感謝主，為我豫

備得救的道路，因着我的順從而接受神的救恩。

我現在也為我所接觸的人禱告，相信主必有祂的

時間表，要得着那些祂所揀選豫定的人，一生享

受祂的救恩。       （十六會所 凃秋華姊妹） 

書報導讀 

召會中的牧養與青年人的成全（第一至二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

七一年一月，在臺北與全臺同

工長老們的交通集成。 

信息內容 

第一篇論到『關於工作往

前的研討』，第二篇論到『召會

中的牧養與監督』。 

真理要點 

一、行傳九章三十一節說『那時全猶太、加

利利、撒瑪利亞遍處的召會得平安，被建造，在

對主的敬畏並聖靈的安慰中行動，人數就繁增

了。』然而今天召會的光景卻有一點就是在繁增

上和使徒行傳合不起來。為此我們需要研討三個

點：（一）關於召會人數的繁增。（二）工作上需

要產生新人。（三）主見證的工作能彀往外開展。 

二、約翰二十一章來看，牧養包括餧養，因

為牧人牧養羊羣不僅是牧，還要餧。第一，我們

牧養不彀，羣羊缺少屬靈的食物，也缺少屬靈的

帶領。食物就是養，帶領則是牧。第二，是監督

的少，照管的多。 

實行要點 

一、事務的工作最好是只佔十分之一，而看

望、牧養人佔十分之九，大家多用時間、力量在

看望上；看望人不僅是長老一個人的事，乃是眾

弟兄姊妹都作看望的工作，我們眾人需要一同有

交通。關於主日聚會的供應，我們總得有一個心

志，即使頭撞牆也得撞出『食物』，供應弟兄姊

妹。至於小排應人人負責，人人事奉。 

二、牧養不是傳道理，必須用主的話，必須

有負擔，以父母心情牧養兒女，知道聖徒們的需

要。我們工作發展得慢，就在於這兩個主要原因，

牧養人不彀，並且交託、帶領人的工作也不彀。

我們要把人個個都作活了，都能擺進來，訓練他

們作，使他們有用。  （十四會所 李開新弟兄） 

2016 年春季全臺弟兄事奉成全集調第三梯次：4/28

（週四）～4/30（週六）中午止。地點在中部相調

中心，請為此禱告並鼓勵踴躍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