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桃園市召會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 200巷 16號 週訊投稿 Email：tychurchnews@gmail.com 

電話：(03)332-2602 傳真：(03)334-7508 網址：http://www.tychurch.org.tw/ 全臺衆召會網址：http://www.recovery.org.tw/ 

033 
2016.09.11 

二○一六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十三） 

幔子、簾子、以及和好的兩面 

帳幕裏，有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

麻織的幔子，掛在四根包金的皂莢木柱子上。

幔子表徵基督的肉體，把聖所與至聖所隔開，也蒙

蓋見證的櫃，這表徵因着人的肉體，神與墮落的人

分隔了。這幔子藉着基督釘十字架裂開，表徵罪的

肉體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被釘死了，因而打開一

條又新又活的路，使罪人在至聖所裏，在基督這平

息蓋上接觸神。 

柱子像豎板一樣，是用皂莢木包金作的，立在

表徵基督救贖的銀卯座上。柱子表徵信徒，他們剛

強的作基督成爲肉體和釘十字架的見證。這些在神

居所裏作柱子的信徒，不再活在肉體裏，乃是見證

他們肉體的幔子已經裂開，也就是他們自己已經被

了結，他們的肉體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柱子上

裂開的幔子成了入口，讓神的子民進入至聖所，完

滿的享受神。 

簾子是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撚的細麻

織的，又用皂莢木包金爲簾子作五根柱子。簾子表

徵在祂完美人性裏的基督，乃是把一切消極的人事

物阻擋在神居所之外的一位，也是在神的審判之下

爲我們的罪死了的一位，使我們蒙神赦免，得以進

入祂居住的聖所，開始享受神在基督裏的一切豐

富。 

帳幕裏的簾子和幔子，表徵基督包羅萬有之死

的兩方面：簾子指明基督爲我們的『罪』死了，使

我們的罪得赦免，並使我們蒙神稱義。幔子指明基

督爲我們『罪人』死了，使我們的肉體，我們墮落

的性情被撕裂，被釘死，好叫我們得以進入至聖所，

享受神到極點（林後五 14～15，21）。 

簾子是作爲帳幕的入口。神藉着成爲肉體，不

僅成爲人，也成了可進入的帳幕（約一 14）。在舊

約裏，祭司能進入帳幕，今天所有在基督裏的信徒

都是祭司，能進入神裏面並住在祂裏面。 

如同聯於幔子的四根柱子，聯於簾子的五根柱

子，表徵較剛強的信徒與成爲肉體並釘十字架的基

督聯合爲一。在帳幕入口的這些柱子乃是傳福音

者，他們向衆人傳佈基督已經爲他們的罪死了。在

帳幕裏的柱子乃是更深經歷基督的人，他們天天將

自己聯於裂開的幔子，就是聯於那位在肉體裏被了

結的基督，作他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的見證。

這兩種柱子提供入口，讓罪人蒙拯救進入神的居

所，然後被了結，使他們得以進入神的至聖所，在

神的豐滿裏享受神自己。 

簾子和幔子與保羅在林後五章十八至二十一

節所說和好的兩面有關。林後五章十八節，『一切都

是出於神，祂藉着基督使我們與祂自己和好，又將

這和好的職事賜給我們。』 

我們與神完全的和好有兩步（林後五 19～20）：

第一步是罪人脫離罪與神和好。爲這目的，基督爲

我們的『罪』死了，祂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們的罪，

替我們受了神的審判，使我們的罪蒙神赦免，並使

我們這些神的仇敵，與神和好。這是基督的死客觀

的一面。 

第二步是活在天然生命中的信徒脫離肉體與

神和好（林後五 20），就是叫已經與神和好的信徒，

進一步與神和好。爲這目的，基督替我們這個『人』

死了，使我們能在復活的生命裏向祂活着。這是基

督的死主觀的一面；在這一面，祂替我們成爲罪，

受神審判，被神剪除，使我們能在祂裏面成爲神的

義。基督主觀的死需要應用到我們的情況裏和我們

天然的生命上，如此將我們天然的生命釘在十字架

上，使那隔開我們與神內裏同在的幔子裂開了。當

我們天然的人被除去時，我們就經歷和好的第二

步，使我們能活在神的同在中。 （郭祥舟弟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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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九會所期初展望交通暨蒙恩報導 

園市召會九會所鄰近中原大學旁，長期關心

與配搭中原校園學生工作。本學期申請入住

弟兄姊妹之家，願意接受成全之大學生達三十六

位。一面我們深受安慰與鼓勵，知道在主裏的勞苦

不是徒然的，中原校園工作見證剛強明亮，實在是

主的祝福；另一面我們也看見，以九會所主日基數

九十六人，其中大專含福音朋友人數接近主日人數

之半，感到恐懼戰兢，深恐虧欠大專弟兄姊妹們家

長的託付與奉獻。 

爲此，我們與鄰近會所交通，尋求身體的力量，

加強對中原大專學生的成全與牧養，也使聖徒們一

同在身體中經歷牧養之福，使召會生活更加豐富與

完全。未來將有以下實行：（一）積極鼓勵社區聖徒

參與中原校園之福音節期，與大專弟兄姊妹分組配

搭進入校園接觸人傳福音，得着平安之子；（二）規

劃十月中旬有九會所戶外擘餅相調聚會；（三）將大

專弟兄姊妹予以分組，分別調入六會所、九會所的

主日聚會與小排生活；（四）依社區聖徒之負擔與大

專聖徒成爲屬靈照顧家庭，實行生、養、教、建，

落實福、家、排、區，一同走上神命定之路。 

交通中主也光照我們，看見主在地上的需要是

大的，不僅有校園工作的需要，更要廣傳各界福音，

特別是得着青職聖徒，更是主今時代的需要。近期，

主爲我

們 開

路，原

初九會

所的普

仁與太

子兩區

均鄰近

普仁國

小，後因着青少年聚會的調整及場地的需要，有位

聖徒將位於健保局對面的房子打開，提供了太子區

聚會的場地。一面就近太子社區範圍，顧到社區的

福音；一面也爲着在二○一九年啓用之青年社會合

宜住宅，吸引更多青職的家而有所豫備。而原先鄰

近普仁國小之場地，則作爲青少年區更大的聚會場

地，使更多的青少年一同來享受主。 

讚美主，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我們曉得萬有

都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

召的人。』盼望藉着這樣的交通與調整，主更加祝

福中原大學的校園工作，也親自加強祂的召會，得

着更多有心的青年人在召會中成爲柱子，在愛中同

被建造。               （九會所 蕭秀豐弟兄）

 

暑期大學共同追求暨福音開展報導 

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五日，有爲期兩週的大

學生共同追求暨開展，前後約有二十幾位的

大學聖徒

參加。在

這 兩 週

裏，有夏

季訓練的

追求、福

音短講的

成全，學

生也到校

園及社區傳揚福音。還有活力排交通與父老們的勸

勉與鼓勵，學生們在這兩週不僅有真理的裝備，更

在身體裏得着了加強。 

早上在研讀出埃及記結晶讀經時，學生們先在

小組裏豫備，接着以抽考的方式分組展覽。展覽中

不僅陳明綱目真理，也操練講說綱目的思路；展覽

後透過問答，幫助衆人更深入每篇信息的重點與真

理要點。在問答的過程，大家學習提問題、彼此討

論。藉着一問一答，不僅問題得着解答，每一位也

都被真理構成。 

下午時間則是分組豫備福音短講，學生們利用

簡報，學習在短短的十五分鐘內，以清楚簡單的方

式講說福音。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第一次嘗試，卻

表現得令人印象深刻。有的學生以時下常用的詞語

—不再成爲魯蛇（loser）—傳講輭弱人的需要；有

的以教育的角度告訴人需要生命的重生。希望從這

次開始，學生都能操練在福音聚會中作短講。 

我們的開展不只有享受，也需要湧流。因此我

們利用傍晚時分大家兩兩三三，分組去校園接觸

桃 

在 

九會所聖徒合影 

參與聖徒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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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人。除了校園，這次最不一樣的，就是到社區叩門。

大家對於叩門都感到新鮮，先有幾位弟兄姊妹分享

叩門的經驗，便有一些學生編組到蘆竹大竹路及十

一會所鄰近社區叩門。因從未叩過門，讓學生們感

到緊張，這也幫助大家更操練靈。藉着這次的機會，

使我們不僅傳校園福音，也學習向各種人傳福音。 

每天晚上則有不同的規劃。週一晚上有活力排

交通與禱告。雖然都是桃園在地的大學生，不同校

園之間的交通仍然有限，活力排就是最好相調機

會。此外還安排至聖徒家用餐相調，認識社區聖徒，

將聖徒與學生調得更緊密。更有彭弟兄、林弟兄特

地來與學生們交通。彭弟兄鼓勵我們，學習作時間

表，妥善安排規劃時間，不僅要會讀書，在召會生

活中也能盡功用。林弟兄則勉勵學生要加強心志，

在傳福音遇到爲難或各樣情形時，要剛強爲主站

住，活在主的面前。衆人靈裏受感，紛紛站起來奉

獻，願意讀完聖經、生命讀經，也有新生奉獻四年

都住姊妹之家，更有人奉獻參加全時間訓練。在兩

週的追求與開展中，衆人都在暑假期間贖回光陰，

受成全並更多經歷基督。 （五會所 林羿岑姊妹） 

 

暑期大學共同追求暨福音開展蒙恩見證 

謝主，在這次共同追求的行動中，讓我看見甚

麼叫作身體的一。 

從前我以爲『在身體裏是一』的意思是，一羣

人聚在一起，然後一起作許多事。然而，經過這次

的共同追求，主讓我看見，雖然我們來自各個不同

學校，每個人的生活習慣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但

當我們聚在一起，卻能彀一同唱詩歌、追求認識主，

並且同心合意爲當地校園的福音迫切禱告。爲甚麼

我們能如此行？因爲我們不在自己裏面，而只在三

一神裏，我們與主是一！我們雖是不同的人，裏面

卻有相同的生命，而且這個生命還是神的生命。也

因着我們都有一樣的生命，因此我們能彀有一致的

目標往前。 

我更是發現，原來身體的一是藉着我們在主裏

面，並且神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擴展，而把我們每個

人在同一的身體（生命）裏建造起來，以彰顯神自

己，阿利路亞。         （九會所 仝雅如姊妹） 

----------------------------------------------------------------- 

謝主使我有分於這次的共同追求，而這次跟

已往很不一樣。早上是研讀夏季訓練的信息，

下午是開展及豫備福音短講，晚上則是有各式的交

通，非常的充實。 

這次我蒙恩的點有兩個：一個是開展前的禱

告，在禱告中很受到弟兄姊妹的靈激勵。尤其是這

次不只有在校園跟馬路傳福音，我們還到社區叩

門，因着我沒有在社區叩過門，叩門前非常的緊張。

感謝主，每次出去傳福音前，大家會來在一起禱告，

很寶貝這樣禱告的時間，使我們被聖靈充滿，能彀

放膽走出去，傳揚主的福音。 

第二個蒙恩的點，是在豫備福音短講的事上。

出埃及記二十六章十七節說到：『每塊必有兩榫相

對；帳幕一切的板都要這樣作。』看見我們都需要

在一個配搭的原則裏。豫備的過程中卽使碰到瓶

頸，但因着有同伴一起，我們能來在一起禱告，一

起有交通，使我們能一同的經歷主。 

（五會所 余其樺姊妹） 

----------------------------------------------------------------- 

最近幾個月的服事裏，實在覺得禱告真是少

不得的事，很不簡單卻又最享受，尤其是團體

禱告。 

  在參

加第一週

的共同追

求時，心

裏有着疙

瘩，就是

覺得在會

中的靈不

彀釋放；不是說禱告聲音不彀大，而是在禱告中覺

得沒有甚麼膏油塗抹。爲此，我向神尋求光照，並

爲着這兩週的共同追求禱告。最後我對神說：『如

果這感覺是出於天然的，那你來消除這感覺；但若

這是出於你的，就別讓我過去。』後來在一次的團

體禱告中，忽然有感覺要爲沒來的聖徒禱告，特別

是有爲難情形的聖徒。當我一禱告出來，裏頭就有

了膏油塗抹，弟兄們又堆加上去，禱告就活了。 

  皂莢木豎板每塊寬只有一肘半，需要配搭纔得

以完整的圖畫，成了我主觀的經歷，也成了神向我

卽時的光照及說話。   （十一會所 鄭洋義弟兄） 

感 

感 

在 

開展得救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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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着 

是在傳統信仰根深蒂固的家庭中長大，爲了

得着家人和內裏的平安，從小就跟着媽媽到

處拜拜。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一直對跟着媽媽所

拜的神，有很大的疑惑『真的有神麼？』這些問題

在我心中已存在許久。 

因爲和先生都是職業軍人，長久分居兩地。直

到二○○○年時，令我感到夫妻關係的危機，決定

請調回臺灣在輔大工作，好與先生有正常的婚姻生

活。表面似是平靜的生活，其實心裏痛苦，又找不

到出口。一路找尋方法，除了與朋友談心，還尋求

宗教開導、上心靈成長課程等。二○○二年女兒出

生，因膽道閉鎖住院開刀，當時雖順利渡過，但心

裏很挫折。 

再回到工作崗位，同事邀我中午參加讀經，我

想一週一次又是用餐時間，也就答應了。有次讀到

聖經一段話，『家主回答他們其中的一個說，朋友，

我沒有對你不義。你不是與我講定一個銀幣麼？拿

你的走罷；我願意給那後來的，正如給你的一樣。

難道我不可隨我的意思，用我的東西麼？還是因爲

我慈善，你就眼紅了麼？』（馬太二十 13～15）對

於從小講求凡事公平的我，帶來極大的震撼，我真

没見過也没聽過這樣的說

法。就這樣，神吸引了我，

在還没有讀完馬太福音，我

就知道這是我所要的真神，

便決定受浸了。 

受浸後，心中雖還有疑

惑，我便禱告問神：『主阿，

我現在不感覺有甚麼需要，

爲甚麼你讓我成爲你的兒

女呢？』提問没多久，神便給了我答案。當時女兒

膽道閉鎖術後，每半年仍需持續回診，每次檢查都

要麻醉進手術室，對於小小孩來說是有風險；對一

個媽媽來說除了陪伴，只能禱告了。雖女兒纔剛學

語，我們會在手術前一天床上小小聲的禱告。没想

到隔天，同房另一床媽媽拿着福音手冊給我說：『我

也會爲你們禱告。』小冊子一打開便看到『你們禱

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着。』（馬太二十

一 22）我當場淚流不止的感謝主，主給了我這樣明

確的回答。『我們不知道何時需要主？但是主都知

道，而且給了我們上好的豫備。』 

（四會所 吳林佩玲姊妹） 

書報導讀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第三至四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五

四年七月十九至三十一日，在

香港所釋放的信息。 

信息內容 

第三篇論到『被神破碎而

讓神運行』；第四篇說到『不憑

自己活，乃憑內住的基督活』。 

真理要點 

一、哥林多前書與哥林多後書有一個很大的分

別：前書大多說到恩賜，後書則是題到職事。前書

說到哥林多召會的信徒恩賜最多，但他們屬靈的光

景卻最糟。在後書，保羅說到瓦器裏面有寶貝，但

需要外面的瓦器被破碎，也就是經過外在環境的對

付，寶貝纔能彰顯出來。 

二、主耶穌在約翰福音五章十九節說，『子從自

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

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在三十節祂說，『我從自

己不能作甚麼；…因爲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

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這些話說出主在地上的說

話、行事和爲人，都不是憑自己的意思，乃是住在

主裏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實行要點 

一、我們需要藉着外面的人被破碎，裏面的靈

纔能彀出來，遇到艱難的環境時，我們更要讚美主

並背起十字架，使人看出我們是在基督裏，並活出

基督的彰顯。 

二、天天操練靈，使三一神與我有調和，並在

基督裏生活行事爲人，叫我不憑着自己活，乃是與

主一同的活。           （一會所 羅雲峰弟兄） 

我 

9/23~9/24 有桃園市召會青職特會，在七會所（大溪）

舉行，請青職聖徒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