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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十二）
帳幕所豫表在三一神裏的一

主

在 約 翰 十 七 章 所 禱 告 的 一 （ 約 十 七 11,
21~23），乃是出埃及二十六章裏的帳幕所豫
表的一（出二十六 15, 24~29）；因着帳幕的四十八
塊豎板豫表信徒建造在一起作神的居所，所以帳幕
是三一神裏的一清楚的圖畫。藉由豎板上的金環、
包裹的金、聯結的閂這三方面，來認識帳幕所豫表
在三一神裏的一。
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一方面，見於豎板上的三
個金環。這三個金環表徵起初的靈，就是重生並蓋
印的靈，也就是在復活裏包羅萬有的靈，爲着聯結
信徒。當我們有蓋印的靈時，就有那靈印塗的素質
如同墨一般，與我們調和。我們已經由三一神所蓋
印，指明我們屬於三一神，因此，神聖素質與屬人
素質的調和，也指明神聖的擁有權。不僅如此，一
個東西被蓋印時，也得着那個印的印記，那個形像，
所以我們被聯結的靈蓋印，就有神聖的素質，有神
聖的所有權，也有神聖的形像。
我們知道神住在第三層天，但祂也住在我們的
靈裏，這使我們的靈成爲今日的耶路撒冷。阿利路
亞！宇宙中有一個奇妙的實體，稱作我們的靈。那
靈與我們的靈見證：『我們的靈』一辭包括保羅的
靈、路德馬丁的靈、衛斯理約翰的靈、倪弟兄的靈、
你的靈與我的靈。我們的靈是何等廣大！
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二方面，見於金子包裹豎
板。帳幕豎板的一不在於皂莢木，乃在於包裹木頭
的金子；這描繪召會中的一不在於我們的人性，乃
在於三一神同祂的神聖性情。豎板的一不僅在於金
子，也在於金子的照耀，金子的彰顯；今天我們的
一乃是在三一神裏，並在祂的榮耀、照耀和彰顯裏。
起初的靈，就是由金子所豫表的三一神，乃是那靈
的一；包裹的金子實際上乃是一的擴展。所以我們
被三一神所包裹，就是在我們內裏的所是上，在心

思、情感、意志上被三一神包裹，三一神就擴展到
我們內裏的各部分。
『一』是一件深深浸潤在三一神裏，直到我們
完全被金子包裹的事；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缺少
神，我們的需要乃是更多得着祂。在主的恢復裏，
每一件事都在於我們有多少金子，我們若缺少金
子，就可能變得有異議。今天主需要這真正的一，
我們若沒有這一，就不能在恢復裏往前。保守在這
扎實、真實的一裏惟一的路，就是有足量經歷過的
神。神精金的性情絕不包裹我們墮落的性情，只包
裹我們由皂莢木所表徵之重生並變化過的性情。當
我們被變化的時候，金子的包裹也同時發生，這變
化乃是在於我們的愛主，接觸祂，聽祂的話，向祂
禱告，以及照着靈而行，只要我們有這五樣，就是
活基督。惟有我們都被變化，都被金子包裹了，我
們中間纔可能不再有異議，這惟一的保護乃是被金
子包裹。
在三一神裏的一的第三方面，見於聯結的閂，
將四十八塊豎板聯結在一起，使其成爲一；這些聯
結的閂表徵起初的靈成爲聯結的靈，將基督所有的
肢體聯結成爲一個身體。因爲聯結的閂橫過豎板，
我們也可以把聯結的靈稱爲橫過的靈。我們的靈願
意同着那靈聯於另外一位聖徒時，我們就被橫過，
被了結了。藉着我們的靈（同着我們的心思、意志
和情感）與橫過的靈合作，我們就被聯結成爲一，
每當我們的靈與橫過的靈是一，我們就經歷聯結的
靈。我們所作並所說的一切，都必須經過十字架並
憑着那靈，爲着建造基督的身體，將基督分賜給人。
起初的靈必須成爲在我們裏面聯結的靈，然後我們
就會有一和建造，並蒙保守脫離異議和分裂。
（郭明貴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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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所暑期兒童品格園蒙恩報導

今

年八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進行的課程是
『恒、難、壓』
。整個過程我們都在學習如何
『不畏難，面對壓力，恆心向前達到目標』
。
這次
報名參加
的孩子有
七 十 二
位，分爲
兩班，一
班是四歲
八會所暑期兒童品格園
至七歲，
另一班是八歲至十二歲。課程深淺不同，再搭配活
動、闖關遊戲，孩子們覺得印象深刻又有趣。
另外配搭課程、飯食、整潔，各項服事的弟兄
姊妹約有三十五位。得救的人有多少，事奉的就有
多少。我們多方鼓勵弟兄姊妹盡上自己的一分心
力，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請假半天、一天來配搭。
關於隊輔部分，有三十一位青少年及青年。在
活動之前有兩個半天的訓練，針對課程、性格、詩
歌、經驗分享，鼓勵隊輔操練在靈裏服事，先有享

受，以基督的愛來服事，不是單憑己力來作工。隊
輔們對孩子的服事是全方位的，包括生活輔助及課
程複習。很多參加品格園的孩子，都在計算自己還
要再參加幾年的品格園，纔可成爲隊輔。隊輔們實
在是孩子們的好榜樣。
最後一天晚上有愛筵，各區準備兩道菜，共有
十八至二十道菜。我們廣邀家長們來看孩子們的展
覽，今年也是歷年來參加家長人數最多的一次，甚
至有的家是爺爺奶奶也一起來看展覽。當家長們看
見孩子們的展覽，不管是詩歌或申言，都露出發自
內心的微笑。去年曾有家長因着看見隊輔展覽，感
到非常羨幕，之後持續帶孩子來參加兒童排，結果
得救了，一同配搭兒童排，今年更是配搭品格園的
班導。
感謝主給我們這樣的機會，不僅在先前的豫備
或在品格園當中的服事，我們都學習操練『恒、難、
壓』性格，往後也祝福孩子們及我們持續操練有好
性格。兒童品格園使我們能傳福音，報好信息，全
召會事奉建造在一起。 （八會所 蔡林麗君姊妹）

二○一六年夏季錄影訓練蒙恩見證

這

次夏季錄影訓練，主實在憐憫我，藉着第十二
篇的信息被帶到透亮清明的天裏，領受建造
神居所的屬天異象。
神要得着一個居所，出埃及記二十五章八節說
到『他們當爲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神的心意不因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犢而改變，而摩西
是如此明白神的心意，認識神的法則。到了出埃及
記末了，四十章十七節及三十四節則說到『第二年
正月初一日，帳幕就立起來。』
，
『當時，雲彩遮蓋
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阿利路亞，在
表樣上，將整個三一神具體的表現出來。到了新約，
神居所建造的實際也一再的被啓示出來。
這次訓練中，我蒙主光照，我這個肢體是不是
能與人建造？已往這個問題，我的答覆是肯定的；
如今，站在主的光中，我沒有那麼大的把握了。主
光照我，對許多聖徒、許多情形我仍保有自己的想
法以及天然的作法，這使我不能真實的與弟兄姊妹
建造一起。感謝主，藉着職事的說話，我也操練不

以自我爲中心，放下舊有的想法與作法，簡單的照
着主所開啓的話去行，經歷否認己而得着真自由。
並於近日的聚集中，或與聖徒的相處中，我都會問
問自己，
『神在此時有沒有「居所」？』而題醒自己
要在靈裏並要有對的光景。
因着此次訓練，我將『神居所的異象』與『和
好的職事』兩個真理聯結一起，而有了回頭的亮光。
爲了神在召會中得着一個在靈裏的居所，一面，我
操練讓基督安家在我心裏；另一面，我也操練自己
作一個活在幔內，在至聖所裏與神完全和好的人。
我願天天操練將自己聯於裂開的幔子，好作柱子以
提供入口，使自己先活在神居所的實際裏，也與弟
兄姊妹一同進入神裏面，一同豐滿的享受神自己。
一個與神完全和好的人，纔能實際的有分於神
居所的建造。在主的恢復裏，乃是爲着神永遠的定
旨，使神得着一個團體的人作祂的居所，在永世裏
作祂的彰顯和代表。這是我們的異象，也是我們的
生活。
（七會所 郭劉廼淑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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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我第一次完整的參加錄影訓練，真的很得
供應，好像又參加了一週成全訓練似的。每一
篇都很豐富，再加上禱研背講的操練，臺上弟兄對
信息的整理及釋放，不僅使我清楚領會許多較難理
解的真理，也讓我知道如何成爲生活中的經歷和應
用，並對每篇中心思想得着了加強。
此次
訓練，我
摸着每一
篇都題到
建 造 召
會，我們
聖徒們參加夏季錄影訓練
不管作甚
麼事，都該是爲着建造召會，爲着基督的擴增，這
實在是太重要了，這也正是基督徒和別人最大的不
同。我們不管在工作或課業上，想要達成的目標不
是空洞的，不是爲着自己的利益，乃是爲着神。我
們只要甘心走上神爲我們豫備的道路，把自己擺
上，一切交給神，我們的生活會變得旣簡單又滿足。
在學校裏，總有同學很怕自己的某些選擇會影
響自己的一生，或是人生根本沒有方向。但是感謝
讚美主，我裏面有這樣的一位神，引領我走一條事
奉神的道路。求主讓我更多認識你，接受你的帶領，
一生爲着你、爲着建造召會而往前。
（一會所青少年區 林瑀涵姊妹）
----------------------------------------------------------------第五篇的篇題說到『帳幕與祭司體系』
。主要
的引經是彼前二章五節，
『也就像活石，被建
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體系…』在這處
經節看到了建造，卻同時題到祭司體系。訓練中，
弟兄交通『盼望我們得着深刻的印象，就是祭司體
系與神的建造是無法分開的。事實上，建造和祭司
體系乃是一。愛主的人着重事奉，以事奉爲中心，
但他們幾乎沒有想到建造，當他們說到事奉主時，
他們裏面沒有建造的觀念。今天召會生活中所該着
重的乃是祭司體系的建造。』
這篇信息給我很深的印象，事奉是聯於神的建
造，甚至是一。在舊約圖畫中，祭司是一個一個進
入殿中燒香，但燒香的整件事是在祭司體系裏的事
奉。我們的事奉若沒有被建造，這對我們是危險的。
晚禱中，姊妹分享從前她認爲事奉神只是外面

在

事務的服事，對於聚會也因着缺少建造異象，常勉
強自己來與會。但進入信息後，她看見自己不能只
有外面的幫忙和與人相處，而願意擺在祭司體系
裏，操練在建造中事奉神，使得姊妹的聚會生活漸
漸穩固。這使我很受激勵。（三會所 張慧珊姊妹）
----------------------------------------------------------------次很摸着錄影訓練第二篇的內容，說到我們
需要『認識神和祂的法則（道路）』。
出埃及記三三章十三節：『我如今若在你眼前
蒙恩，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則，使我可以認識你，
好在你眼前繼續蒙恩。』詩篇一○三篇七節也說：
『祂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祂的作
爲。』這兩節說出我們若要認識神，就需要認識神
的法則，也就是認識祂在我們身上所豫備的道路。
一面，人惟有藉着啓示纔能認識神；另一面，
人惟有藉着服從纔能認識神的道路。這使我很蒙光
照，爲甚麼我這個人容易跟着環境起起伏伏，時常
對神的安排滿了抱怨和不平。原因就在於不認識神
的法則和道路，總認爲自己的辦法比神好，所以常
常用腳踢刺。當天聽完信息後，對於自己的悖逆向
主悔改，也求主憐憫，使我能成爲一個在祂眼前蒙
恩的人。不只能明白祂在我身上的道路，更能順服
祂在我身上的安排，至終就如但以理一樣，因着認
識神而能剛強行事。 （十一會所 陳逸峰弟兄）
----------------------------------------------------------------謝讚美主，因着主的安排，這是我初次參與夏
季錄影訓練。過程中，真實的感受主的恩典與
智慧，弟兄們釋放的每一篇信息，以及聖徒們的申
言操練，都叫我有豐富的摸着與真實的光照。
訓練中最摸着的是，我們都需要出到拜偶像的
營外，進入幔內，與主有最親最密的交通。這裏的
偶像不單是外在的偶像，也包含了許多我們內在的
偶像，那便是我們心裏所愛的事物。當所愛的事物
超過了對主的愛，頂替了我們的主，將使我們落入
敗壞中，並帶進許多的罪惡，讓我們找不着神。
因此我們都需要有這樣的看見，遠離拜偶像的
營外，將心思置於靈，辨別靈與魂，並操練運用我
們的靈，如此我們得以進入幔內，與那靈調和爲一。
在幔內，我們有分於基督，享受祂作隱藏的嗎哪、
發芽的杖、和生命之律，使我們成爲神的團體彰顯，
以完成祂永遠的定旨。 （十三會所 林建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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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是我和家人的救主

我

是李思毅弟兄，生長在桃園市八德區，今天要

伴我，我知道這是因着主

見證主耶穌改變了我與家人的關係。

耶穌愛我，纔使我能認識

小時候母親的管教都是打罵的，有時不僅是竹

這位愛我的主。

筍炒肉絲而已，還有拳腳相向的時候。對於年幼的

因着阿姨八個月來，

我來說，真是心生怨恨，甚至在小學國語造句中寫

一週一次的陪讀聖經，我

着咒詛媽媽的字眼。這令媽媽旣生氣又難過，使得

也信主受浸得救了。神那

母子關係更加降溫。

永遠的生命，神的愛就住

後來，有人來家裏敲門，是一群的基督徒，這

在我裏面，我感到從未有

是我們家第一次接觸基督徒。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一

過 的滿 足與 喜樂！ 得救

種讓人很平安的感覺，媽媽在與他們接觸後不久就

後，我也一直有聚會，並也逐漸融化了我與媽媽之

受浸得救了。媽媽信主後，從愛唱流行歌變得愛唱

間冰冷的關係。如今，我可以跟媽媽坐下來一起唱

詩歌，她也常爲我禱告，但我與她仍然不親近。

詩歌，在廚房裏一起禱告，甚至向媽媽及弟弟認罪。

直到有一天，召會中的阿姨來家裏陪我讀聖
經，適逢叛逆國中生階段的我，竟然像綿羊一般乖

後來到臺北住時，也不時寫家書關心家人的情況，
打電話回家與媽媽弟弟一起爲人禱告。

乖順服，阿姨禱告一句，我就跟着禱告一句；她讀

感謝主，這一切的改變都不是從我的努力或別

一段，我也讀一段。一週一次的讀聖經變成我最喜

人的勸說得來的，乃是接受主耶穌作我的生命而變

愛的時光。在這段期間，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

化的結果。使我不只得救，還能參加兩年全時間訓

經節：
『神愛世人…』對我變得非常主觀。在聖徒身

練，如今在召會中配搭，我深信這生命能變化我，

上我看見神的愛，她與我素昧平生卻願意花時間陪

一定也能變化你們。

（十六會所 李思毅弟兄）

書報導讀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第一至二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四

基督徒的生活爲人不在於外面作甚麼，乃在於他是

年七月十九至三十一日，在香

憑神而作，他的源頭是神。

港所釋放的信息。

實行要點

信息內容

一、要與神同工，我們就需要操練絕對的順從

第一篇說到『與神同工』
，

神，操練活在主的生命中，並要與神同心。

第二篇說到『以神爲源頭，調
着神而事奉』。

二、一個真正服事神的人，不是要如何爲神作
工，乃是要跟從神，讓神調在他裏面，讓神在他裏

真理要點

面經過，讓神從他裏面作出來。神需要我們與祂同

一、在神的工作上，不是神與我們同工，乃是

工，而不是祂與我們同工。（一會所 洪志韜弟兄）

我們與神同工。這意思是說，工作是神發起的，是
神的作爲，是神在作工，而我們乃是與神合作，與
神同工。所有服事主的人，都需要以這樣的原則來
檢核自己。
二、神的旨意是要將祂自己調在人裏面，因此
人所作的一切，只有調着神而作，纔能滿足神的心。

第四版

9/7~12/21 桃園市召會聖徒成全聚會在一、二會所舉
行，請衆聖徒代禱並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