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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十一）
帳幕與祭司體系

本

篇信息的題目是『帳幕與祭司體系』
，其所引

者乃是一；生活與事奉必須是一。神住在我們中間，

用最主要的經節是彼前二章五節：
『
〈你們〉也

以我們爲祂的家；這等同於祂享受我們作祭司體系

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

事奉祂。這也就是今天的召會，召會生活就是帳幕

體系，藉着耶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生活，也是祭司體系的生活。

我們讀這節經文該得到一種印象，祭司體系與神的

在出埃及記裏，帳幕在祭司體系之前題到，乃

建造是無法分開的，祭司體系乃是建造的事。今天

是強調信徒需要被建造成爲神的居所，使他們能成

召會生活中所該着重的，乃是祭司體系的建造。彼

爲團體、配搭的祭司體系事奉神。祭司要事奉，首

前二章五節所說的建造，乃是我們事奉的基本條

先要被建造。若沒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司體系。

件。雖然羅馬十二章所說的運用恩賜也很重要

祭司的事奉乃是被建造和建造的工作，我們自己首

（4~8）
；爲着事奉，我們也的確需要有知識、受造

先要被建造，然後把別人建造到這個建造裏，這纔

就、被成全，作正確的祭司；但本篇信息是專注於

是真正作祭司事奉神。今天我們惟一的需要就是被

我們事奉的基本條件，就是被建造。我們若沒有被

建造到神的建造裏，因此我們都要禱告：
『主阿，使

建造，就無法事奉。

我願意被建造到你的建造裏。』神的建造最大的仇

生命與建造是聖經基本且中心的啓示：生命是

敵不是罪，也不是肉體，乃是己。我們要脫離己的

爲着建造，就是三一神團體的彰顯；而這個建造是

乖僻、個性與意見，但光憑自己的努力是不管用的；

本於生命。生命是具體化身在基督裏的三一神，實

我們只需要被建造，建造是我們的拯救，建造會使

化爲靈，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給我們享受；

我們脫離那些消極的難處。但願我們丟棄自己，向

建造是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神屬靈的殿，作神

自己死，並拒絕自己，讓主在我們裏面作工，使我

的擴大和擴展，使神得着團體的彰顯。這乃是生命

們能與別的聖徒建造在一起，將我們建造成爲祂所

與建造完滿的定義。今天主的恢復乃是恢復生命與

要的建造。

建造，使我們被建造成爲召會，作神的家和基督的

神惟一的目標乃是建造，在永世裏神所要的是

身體，這是聖經的中心異象。我們日日、週週、年

新耶路撒冷，今天祂所要的乃是建造的召會。這個

年在召會生活中所作的，乃是要恢復生命與建造。

建造的工作必須是在今天，而不是等到將來，這就

藉着出埃及記神聖記載的圖畫裏，神啓示出祂

是主要有這個恢復的原因。我們都必須看見，主恢

的贖民旣是帳幕，也是祭司體系，並且祭司體系是

復的目標乃是要恢復基督作我們的生命和一切，好

在帳幕之後。在新約這兩個豫表的應驗裏，帳幕和

叫我們被變化，並被建造，這個建造乃是祭司體系

祭司體系被擺在一起。帳幕是爲着居住，祭司體系

（彼前二 5，9）。我們若沒有建造，就不可能有祭

是爲着事奉。召會作爲居所和祭司體系的雙重功

司體系。我們必須讓主得着祂所要的建造，纔能有

用，乃是由帳幕和祭司體系所豫表。實際上，這二

叫祂喜悅、令祂滿足的事奉體系。 （林啓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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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所夏季訓練蒙恩報導

七

會所今年的夏季錄影訓練從七月二十三日至
八月三日，連續十二天，每天分清晨班、日間
班、夜間班。清晨班早上五點至七點（聽英文信息，
全程使用英文）
，日間班上午九點至十一點，夜間班
晚上七點半至九點半。今年夏季訓練報名聖徒有七
十位，實際完成訓練者有六十三位；清晨班有十二
位，日間班有二十五位，夜間班有二十六位。其中
包括青職聖徒九位，大學聖徒二位以及兒童青少年
六位。全程參與訓練之全勤獎者有二十六位。
參加清
晨班錄影訓
練的聖徒，
每天迎着晨
曦帶着渴慕
的靈來聆聽
七會所聖徒參加夏季錄影訓練
主話，其中
包括二位國小的小弟兄。每篇信息開始，先簡要的
題示信息重點，再進入信息。我們何等有幸，能直
接藉着英文信息進入弟兄們的負擔，得知弟兄們所

陳明的真理或見證，享受現場的屬靈氣氛。清晨班
聖徒都能在沒有壓力下，人人用英文交通信息的豐
富，分享率近九成。這十二天的清早，弟兄姊妹個
個出代價，四點多就起床買真理，經歷一天的開始
就先被主充滿。清晨班有六位聖徒得全勤獎。
參加日間班錄影訓練的聖徒，有一位青壯姊妹
歷年皆有參加冬夏季訓練，卻因淺眠的緣故，作息
不穩，總與全勤獎絕緣。這次因服事年長參訓聖徒
與會，突破個人的限制，調進年長聖徒準時赴會的
生活作息，與被服事的年長聖徒全程參與。日間班
有十二位聖徒得全勤獎。
參加夜間班錄影訓練的聖徒，有一對青壯夫婦
多年來僅報名部分錄影訓練，這次也不例外，並帶
着上國中的兒子一同報名參加。因着這位青少年是
第一次參加錄影訓練，父母為建立參訓榜樣，嚴格
配合訓練時間調整日常作息，棄絕外務干擾，一家
三口天天題前赴會、操練靈、禱告、享受信息、盡
力分享，全家蒙福。夜間班有八位聖徒得全勤獎。
（七會所 許沈孟秀姊妹）

全桃青職福音聚會報導

今

年七月十六日舉辦的桃園青職福音聚會，這
次南北桃同日分場舉行。北桃有一百五十多
位青職及關心青職的聖徒，在一會所舉辦。南桃與
會的弟兄姊妹加上福音朋友共有二百九十八位，其
中約有六十二位福音朋友，在二會所舉辦。
北桃青職福音茶會的主題是『人真實的需要』
。
聚會開始藉着『大好信息』這首詩歌以對唱和對說
的方式，喜樂的靈滿溢了整個會場，使福音朋友向
着主、向着弟兄姊妹更多的敞開。接着有二位青職
弟兄向衆人見證。一位弟兄見證信主後融化了與母
親冰冷的關係，一起唱詩歌，一起禱告，甚至向家
人認罪。另一位弟兄見證從前對人生感到困惑，信
主後學習藉由禱告將凡事交託給主，不僅父母親得
救了，更在弟兄姊妹的扶持下結婚成家。最後弟兄
在信息短講中說到人真實的需要乃是讓神進到我
們裏面，充滿我們，作我們的真滿足。最後帶着福
音朋友向主禱告，認識這位可經歷可享受的神，會
後陪談都能盡生機功用，同心合意結出六個果子。
『祂願意萬人得救，並且完全認識真理』
，感謝主。

北桃青職福音茶會

南桃青職福音聚會的主題是『忙茫盲的解決良
藥』
。會場裏琳琅滿目精緻的餐點，使弟兄姊妹與福
音朋友能彀輕鬆的用餐並交談，來敞開福音朋友的
心。在聚會開始前，服事者呼召兒童們到另一個會
場，有創意造型氣球的教學，兒童們開心的學習，
家長們也能專心的參加福音聚會。聚會一開始藉着
詩歌『需要』
，挑旺衆人的靈，也使我們想想真實的
需要是甚麼。接着有四位弟兄姊妹見證他們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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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經歷。之後弟兄帶我們看約翰福音第四章，弟
兄分享，我們生活的寫照『忙茫盲』
，就是爲了尋找
物質享受，但卻不能解除人深處的乾渴，惟有用靈
接觸是靈的神，纔能叫人滿足。要得着神，第一就
要藉着呼求主名，第二藉着信而受浸，接受主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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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生命。當天有九位受浸得救，成爲神的兒女。
這需要我們更多的禱告，爲着這九位新人並五十三
位福音朋友，盼望得救的弟兄姊妹都成爲常存且盡
功用的肢體。
（一會所 連富儀弟兄、二會所 陳群傑弟兄）

全桃青職福音聚會蒙恩見證

此

次能邀約詩如姊妹，主要在於是親戚且常有
接觸，三不五時都會和她分享、見證主耶穌，
並在全召會爲青職福音禱告時，不斷爲她題名代
禱。剛開始她雖常聽到福音，卻不願意敞開。直到
福音聚會的前一週，在處理她的大伯（羅福生弟兄）
的安息聚會時，那期間每晚的聚集，大家彼此見證
羅弟兄在世是如何愛主、倚靠主，他的一生如何彰
顯主。因此，安息聚會結束後，詩如姊妹也逐漸向
主敞開，並單純的接受我們的邀約，在此次福音聚
會中受浸歸主。
我覺得詩如姊妹能接受邀約，乃是因長時間的
接觸，藉由主的話與聖徒的見證，終究叫她受吸引、
心柔輭、願意向福音敞開。我們實在也沒作甚麼，
就是簡單邀約並持續代禱。（七會所 羅志偉弟兄）

南桃青職福音聚會

藉着羅志偉哥哥的邀約參加福音聚會，我很高
興的答應並如期赴約。非常享受會中詩歌說到：
『你
需要耶穌！宇宙之主！你需要享受祂的豐富，你的
心雖比萬物都大，祂卻能彀使你得着滿足。』
我的心裏很需要耶穌，在會中也聽到弟兄姊妹
的見證，凡事都可呼求主耶穌的名。在聖經馬可福
音十六章十六節也說到：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
信的必被定罪。』當弟兄在呼召受浸時，我毫不猶
豫的去受浸。雖在浸池旁仍有些害怕，但裏面覺得
受浸就對了。當從水裏起來那刻，全人覺得釋放，
輕鬆又愉快。感謝讚美主！（七會所 羅詩如姊妹）

----------------------------------------------------------------謝主！慧敏姊妹於二○一六年七月十六日青
職福音聚會受浸成爲神的兒女。

感

這七個多月來與慧敏一同追求約翰福音生命
讀經—九種人的需要，她很敞開，會交通自己的情
形及難處。在這過程中，常覺得自己無法幫助她，
但又希望她的情形能過去。主也題醒我，在我實在
不能作甚麼，只有神能成爲她裏面真正的滿足及幫
助。因着與她較頻繁交通，使我滿有負擔，裏面常
常想起她，而不斷爲她的情形及得救代求。
慧敏的得救是許多弟兄姊妹在身體裏的禱告，
時間到了，她便主動題出要受浸。感謝主，保羅栽
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希望姊妹
不僅得救，還能完全認識真理，一生一世居住在耶
和華的殿中。
（十四會所 何戴文珠姊妹）
----------------------------------------------------------------謝主，此次青職福音茶會，我配搭了茶點採購
及擺盤，每桌茶點的服事實在需要倚靠主，使
前來與會的福音朋友喫得享受，心得敞開。
此外，我還邀約了辦公室裏的同事林佳明（他
也是我軍校的同學）。這需要鼓起勇氣，爲主放膽，
纔遞得出邀請卡。他是一位極有主觀意見的人，很
想認識許多事物。感謝主的憐憫及恩待，讓他卽刻
答應，並前來與會。當天雖尚未得救受浸，我仍願
繼續爲他禱告，主在此事上必安排環境，認識基督
那超越知識的愛而被主得着。我也持續將每日的晨
興聖言話語供應給他。 （十六會所 曾耀主弟兄）
----------------------------------------------------------------這次的福音茶會裏，讓我對職場的同事很有
負擔，在靈裏尋求禱告後，決定邀約同事。雖
然過程中出了小意外，但是他卻答應前來。我相信
聖靈會帶領他，果不期然，在這樣滿了靈、滿了話、
滿了愛的聚會中，我同事陳朝旻得救了。
在寶慶大區的桌次上，不僅青職都來參加了，
並且人人盡功用，每人都擺上一他連得。此次的青
職福音茶會見證我們人數雖多，但都說一樣的話，
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與領頭的基督打那美好的仗，
爲主作出甜美的見證。 （十三會所 廖文毅弟兄）

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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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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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喝主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

我

是劉志松弟兄，生長在南投鄉下的孩子，從小
家裏不富裕，哥哥國小畢業就需要外出工作，
妹妹國中畢業也去工作。而我算是家裏比較會讀書
的，一路念到高中並考上大學。但母親告訴我，讀
到高中就可以了，要我去工作也分擔家中重擔。後
來與家人懇談，終於答應讓我讀大學。但因着家裏
經濟拮据，求學的過程必須凡事靠自己，非常辛苦。
我所就讀的學校，是一間基督徒創立的大學，
因此在校園裏經常遇到基督徒。每到週六，因着經
濟的關係，無法像其他同學外出遊玩，總是留在宿
舍讀書。這時，會有基督徒來到宿舍拜訪我。他們
常帶着食物，讓我很得安慰；但是因爲有防備心，
不敞開，以致福音在我身上一直沒有出路。由於他
們誠摯的邀約，我後來參加了福音聚會，當天聽到
甚麼實在不重要，最吸引我的，就是聚會後的點心，
熱騰騰的紅豆湯，叫我的心得溫暖。
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是，我聽到傳講說到『耶穌
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
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爲泉
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當時在言語上還和他們
辯駁，但心裏有聲音告訴我，他們所說是真的。

之後，我仍常拒
絕邀約，甚至躲藏起
來，但他們總是很有
耐心的等候。那時家
裏因着無法供應生
活費，突然有個念
頭，爲甚麼要這麼
苦，真想一了百了。
我卻發現周邊的同
學朋友都在追逐他
們的人生，從來不關
心別人。然而有一班基督徒，注意到我的苦楚，他
們陪我禱告，不厭其煩的邀請我參加他們的聚會。
最後我被征服了，並且受浸了，也成爲神的兒女。
這麼多年來，召會生活從沒間斷，經過了在職
與婚姻。一路走來，主從不誤事，並且有如活水源
源不絕的供應無限。我的兒子們都已從大學畢業，
如今他們不管在那裏，都活在召會生活中。這是主
的祝福，也是我得救的見證。朋友們，不要遲疑，
快快和我一樣享受這無邊的福樂。
（一會所 劉志松弟兄）

書報導讀

同心合意實行神命定之路（第七至八篇）
本書收錄了李常受弟兄於一九
八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帶領
召會實行神命定之路，其中八
次長老及同工聚會的信息與談
話記錄，各篇均講於臺北。
信息內容
第七篇論到『突破限制實
行生、養、教』
；第八篇說到『同
心合意作主恢復的獨一工作』。
真理要點
一、使徒行傳二章到十二章裏記載，只有一個
工作，沒有兩個工作。腓利出去傳福音，是由彼得
那班同工所印證；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直接被主救
了，還得由巴拿巴把他帶到主那獨一的工作裏。
二、到外邦人中的福音行動，雖是由保羅帶頭，
卻仍是在一個工作裏（加二 9～10）
。之後，興起了

亞波羅，行傳十八至十九章給我們看見，亞波羅也
是調在那個工作裏。
實行要點
一、要作一個工作，必須目標一致。這是我們
的弱點：大家雖然沒有反對，但一致性不彀。我們
工作效率的高低，取決於衆人積極的程度。如果不
是百分之百的積極，就是一種減弱的力量。
二、 要推動福音及餧養。雖然已過的福音空氣
和行動比從前都大有進步，但福音的空氣還要增
加，多方推廣，好大量的帶進人來。除此之外，每
個人都得餧養新人，不能只生不養。
『一對一』照顧
人是最佳的路。
（六會所 趙俊倫弟兄）
8/29~8/31 在中部相調中心有全臺大學院校期初特
會，8/31~9/2 在五會所有全桃大學延伸特會，接着兩
週大學福音節期，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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