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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十）
三個帳幕

帳

幕是神的心願，也是神的目標。對神而言，帳

和燒香用的金壇，乃是成爲肉體的三一神，爲着祂

幕極其關鍵，因爲神是在帳幕裏得着安息與

的擴增，所完成的主要工作。藉着這兩座壇，神所

滿足。神藉着帳幕能說出祂的諭言，並且祭司所有

救贖的人，就是『麻雀』能找着房屋與神同享安息，

的事奉也都是以帳幕爲中心。神藉着帳幕能在地上

『燕子』能找着窩作他們的避難所。

得着祂的見證，所以帳幕也稱爲見證的帳幕（出三
八 21）。

『住在你殿中的，便爲有福；他們仍要讚美
你。…萬軍之耶和華阿，信靠你的人，便爲有福』

聖經所啓示的三個帳幕，不是指三個分開、獨

（詩八四 4，12）
。讚美主該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的

立的帳幕，乃是指帳幕的三方面，或三階段，就是

召會生活該是讚美的生活。在召會生活裏，我們信

帳幕的豫表、實際及終極完成。聖經清楚啓示帳幕

靠神，不信靠我們自己或我們天然人的才能，解決

的這三方面。本篇信息是要給我們看見帳幕的內在

困難的處境。

意義，以及我們對帳幕主觀的經歷與享受。

『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

聖經裏的三個帳幕─帳幕的豫表、帳幕的實際、

爲有福』
（詩八四 5）。錫安大道在我們心中，意思

帳幕的終極完成─啓示出神經綸的目標，是要得着

是我們需要在裏面接受召會的路，而不是外面的接

一個團體的人成爲祂的居所，在永世裏作祂的彰顯

受。錫安就是神所在之處，也就是至聖所；得勝者

和代表。在舊約，作神居所之物質的帳幕（和後來

要成爲錫安，主的恢復是要建造錫安。

的聖殿）
，實際上乃是表徵團體的百姓，就是以色列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並

人作神的家。在新約，基督與作爲基督之擴大的召

有秋雨之福，蓋滿了這谷』（詩八四 6）。當我們經

會，乃是帳幕這兩面的實際。帳幕的終極完成乃是

過流淚谷，神叫這谷變爲泉源之地；這泉源就是那

新耶路撒冷，就是神在永世裏的見證、彰顯，也是

靈。我們所流的眼淚帶來泉源，成爲秋雨，就是那

神與祂所呼召之人永遠的居所。

靈作我們的福分。

詩篇八十四篇是關於享受基督作爲帳幕豫表

『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鍚安朝見神。…

之應驗的隱密啓示，這享受使我們合併到祂裏面，

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勝似在別處住千日；…因爲耶

成爲帳幕的實際和終極完成（詩八四 1～11）
。詩篇

和華是日頭，是盾牌；耶和華賜下恩典和榮耀』
（詩

八十四篇內在的內容，是關於享受基督作那成爲肉

八四 7，10 上，11 上）
。我們越在召會生活中往前，

體之三一神、作神人的隱密啓示。這隱密啓示的中

就越得着力量。我們若從裏面按照神的旨意在召會

心是神的家，由帳幕和殿所豫表。基督作三一神的

生活裏事奉，在神眼中每日就抵過多日。我們住在

具體化身，乃是帳幕和殿之豫表的應驗。

神家裏所蒙的福，乃是享受成爲肉體並終極完成的

『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阿，在你的兩

三一神，作日頭供應我們生命，作盾牌保護我們脫

座壇那裏，連麻雀也找着房屋；燕子也爲自己找着

離神的仇敵，作恩典在裏面給我們享受，並作榮耀

菢雛之窩』
（詩八四 3）
。這兩座壇─獻祭牲的銅祭壇

在外面彰顯神的威榮。

（黃志輝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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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所蒙恩報導

桃

園市召會六會所因着生活圈的不同，擁有兩
個聚會的場所。龍岡地區開發的較早，爲國

軍來臺時的重要據點，直到今天，一進到龍岡附近，
仍隨處可見部隊的身影。反觀健行科技大學週邊，
鄰近火車站，移動人口衆多，除了該校就讀學生，
居民結構來自四面八方。感謝主，桃園市升格後，
主把我們合而爲一，正式變更名稱爲桃園市召會六
會所。
整合後的初期，兩個聚會所的聖徒約有一百多
位，雖然都認識，但總有說不出的陌生感。經過弟

六會所聖徒在福音聚會中作見證

兄們交通，就從大家最能敞開的包水餃相調開始，

量湧進新穎的社區大樓，取代已往老舊眷村的模

並於每個主日下午一同禱告，分組配搭，沿路叩門

樣。人口結構也正快速的變化中，龍岡萬坪公園、

傳福音，舉辦福音收割聚會。今年八月開始，主日

未來的體育園區，吸引大量人口遷入。在這裏有主

聚會以小排爲單位，互相到兩個聚會所相調。青少

榮耀的見證，更是不能辜負早期在此立下穩定根

年服事團也已經豫備妥當，應付新學期的需要。已

基、一生愛主的父老聖徒們，我們仍要齊心開拓出

過七月的夏季訓練，參加聖徒的平均人數，更是比

六會所的嶄新氣象。歡迎弟兄姊妹前來這裏相調，

已往超出三成，見證了主實在祝福這塊美地。

在一個身體裏彼此供應分享基督的豐富。

隨着交通建設的發展，龍岡路已陸續從十五米

（六會所 梁智翔弟兄）

寬的路面，拓寬爲兩倍三十米的大道，週邊更是大

二○一六年暑期各會所兒童品格園蒙恩見證

今

年一會所的兒童品格園有一百四十四位的孩

竭力的服事。在活動中，常看到一些身材魁梧的高

子報名參加，這麼多的孩子要一起在會所進

中弟兄，親切溫和的牽着瘦弱的小男生去上廁所，

行五個整天的活動，光憑二十位的組長及副組長，

很感動人。有一位福音朋友的家長告訴組長說，
『我

是招架不住，也是應付不來的。感謝主，還好有五

之前帶着孩子去參加很多其他團體的活動，沒有看

十位的青少年弟兄姊妹，願意擺上自己當隊輔，來

過這樣的景象。青少年不是很酷，自以爲是，以自

配搭服事。

我爲中心麼？青少年一般是不理人的，怎麼這裏的

這些隊輔在召會中經過多面的成全，很盡心

孩子這麼會顧惜小孩！』她覺得很稀奇。也正因爲
如此，她的孩子很喜歡來參加，這位家長也很認同。
另一位媽媽也說，
『本來孩子有點感冒，想要請假不
來，孩子說不行，還是要參加，因爲大哥哥對他很
好，他一定要來。』之後，媽媽也希望能帶孩子來
參加主日的課程。
感謝主，願主藉着這樣的服事，得着更多福音
朋友的家，能被帶進召會生活中。
（一會所 葉葉梅玉姊妹）

一會所兒童品格園的孩子歡唱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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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暑期各會所兒童品格園蒙恩見證

在

升上國三的暑假，我繼續參加這次暑假兒童
品格園的隊輔服事。這次的服事跟已往不太
相同，因爲我從原本小班的服事，轉到大班的服事。
雖然自己有點害怕服事不好，可是藉着隊輔訓練的
幫助，以及其他大學生隊輔的扶持，使我們同心合
意的交通豫備，一起完成這次的兒童品格園服事。

二會所暑期兒童品格園

在這次的園地中，主題『真準緊』是從前曾配
搭過的性格課程，但這次卻有了不同的摸着。因爲
卽將升上國三，課業壓力越來越重，對於時間上的
調配，需要『緊』這個性格來把握時間讀書。在品
格園中，不僅兒童們操練真、準、緊，我們當隊輔
的更是需要好好操練，使這些扎實的性格，從我們
身上彰顯出來。很喜樂，有這個機會可以跟這班弟
兄姊妹隊輔們一同配搭、彼此扶持幫補。
（五會所 張捷銘弟兄）
----------------------------------------------------------------是我第一次參與十四會所暑期兒童品格園的
服事，心中非常的猶豫和擔心，直到兒童品
格園正式開始，自己纔好像放下一切，全心參與。

這

十四會所暑期兒童品格園

過去的我在會所服事上幾乎是旁觀者角色，僅
僅被那些竭盡心力的弟兄姊妹所感動，而自己卻很
難踏出第一步。因此在這次的服事過程中，覺得受

益最多的是自己。因着參與服事，雖然猶疑的感覺
偶爾出現，但主也讓我更多去經歷並思索祂的話。
在幾次的事前交通中，我看見弟兄姊妹爲着神家的
事竭力擺上，心裏一面感動，一面摸着主似乎讓我
經歷團體的事奉，彼此建造在一起，纔能真正脫去
天然的自己，同心合意完成一切的工作。這和職場
上常是堅持己見，你爭我奪的情形，實在迥然有別。
另外，也因着這次的服事，與弟兄姊妹有更多
的接觸與交通。在召會生活中，我給人的印象應該
是一個旣熟悉又陌生的姊妹。但藉由這次的配搭，
一同爲兒童禱告交通，與大家的距離就拉近了，自
己更像是神家中的一分子。
求主繼續帶領我走前面的道路，我相信只要願
意慢慢的擺上自己，主會一點一點的變化我，將更
多的生命加添在我裏面，成爲蒙祂悅納的器皿。也
盼望主在服事配搭上，持續光照並引導我，願榮耀
歸主，阿利路亞。 （十四會所 梁朱小蘭姊妹）
----------------------------------------------------------------往幾年我們都是帶着孩子到一會所參加暑期
兒童品格園。今年我們首次以品格『親熱就』
爲主題，自己舉辦這次活動。八月二日到五日於新
會所舉行，主要的蒙恩分享如下：
第一、學
習憑信往前，
在籌劃階段發
現服事人位不
足、新會所尚
未蓋造完成等
十六會所兒童操練情深呼求主名
問題，險些活
動喊停。但在主所給我們負擔的催促下，仍憑信往
前。第二、倚靠身體資源，這次有十四會所、一會
所的聖徒前來配搭，享受身體的資源。第三、享受
聖徒配搭，雖然在規劃時期一直覺得人力不足，但
是活動一開始，還是有些聖徒主動前來關心、配搭，
特別是飯食服事。第四、寶貝召會後代，孩子在活
動中積極參與，甚至福音朋友的孩子都能傳講福音
來表現熱愛人。第五、普及福音觸角，這次有福音
朋友幾乎陪着孩子全程參與，還配搭部分事務的服
事。盼望活動結束後，孩子們都能持續在兒童排裏
得着成全與造就。
（十六會所 謝成德弟兄）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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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偶像，歸真神；藉神恩，成神家

我

和先生皆出生在拜偶像的家庭，還未結婚時，

興，加上聖靈的工作，我的弟兄今年在我們家的小

臺灣各處的廟宇也曾是我們約會的地方。而

排聚會中也受浸得救了，阿利路亞。

身旁的親朋好友們也都沒有基督徒，在這種環境下

乃是神的揀選，使

長大又組成家庭的我們，從沒想過會由拜偶像的家

我們成爲聖別，神從許

庭轉變成爲敬拜主的神人家庭。

多人中揀選我們並聖

感謝讚美主，與主奇妙的相遇是在兒子上幼稚

別我們歸於神自己，並

園時，同班的家長正好是在會所服事幼幼排的姊

將神自己聖別的性情

妹。藉着姊妹熱情的邀約，我開始帶着兩歲的小女

分賜到我們裏面，如今

兒參加他們的聚會，這是我第一次認識主耶穌。

我們是祂寶貴的器皿。

我是在主後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受浸，我弟

感謝主，你是那清晨的

兄是在主後二○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受浸，我們都

日光從天而來，是神憐

因單純的相信而接受這位神作我們的救贖主。感謝

憫的心腸，眷顧罪人的

神，將神聖永遠的生命分賜給我們，使我們從神得

憂傷，把我們的腳引到

着豐富的滿足與恩典。

平安路上。我們更要讚

想起我們家一開始只有我一個人過召會生活，

美你救恩的應許，
『當信靠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

我並不熱衷於聚會或參加召會的任何活動。直至去

得救。』盼望我們一家被神據有、被神浸透、被神

年因着許多的弟兄姊妹扶持，我纔開始恢復聚會並

使用，且絕對爲着神而活着，讓基督在我們家中居

帶孩子們參加寒暑期的兒童健康生活園，和各樣的

首位，並且永遠安家在我們心裏，感謝讚美主。

讀經追求、錄影訓練。藉着召會生活中豐富的聚會

（七會所 江義文弟兄、江鍾燕婷姊妹）

和追求，讓我更認識主、寶貝主。因着我再次被復

書報導讀

同心合意實行神命定之路（第五至六篇）
本書收錄了李常受弟兄於一九

牧人看見狼來了，爲了保護羊，寧肯捨命救羊。

八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帶領

若是雇工，狼來了就先跑走，只求保自己的命，不

召會實行神命定之路，其中八

管羊的死活。

次長老及同工聚會的信息與談

實行要點

話記錄，各篇均講於臺北。

一、爲着應付分級真理教育這個需要，我們進

信息內容

行真理課程的編印，一共有四級，每級有四卷，每

第五篇是『三看』
，意思是
我們要從三方面來看召會該如何往前；第六篇論到

卷十二課。我們豫備每週教一課，一年教授四十八
課，實行分級真理教育。

『生、養、教的實行』。

二、講起生、養、教，點點都是難爲人的。在

真理要點

主的工作裏，我們都必須問自己：
『我在這裏是作牧

一、從使徒行傳來看，主在初期召會裏的行動，
這裏有三個階段，在三個區域，就是耶路撒冷、猶

人呢，還是作雇工？』所以，難爲不難爲，端看我
們的心態。

（五會所 張忠永弟兄）

太全地和撒瑪利亞、以及外邦各地，我們都看見神
的話擴長。
二、就如主耶穌所說，祂是好牧人，爲羊捨命。
第四版

9/7（週三）開始，每週三有二○一六年秋季桃園市
召會聖徒成全聚會，請踴躍報名並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