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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出埃及記結晶讀經（四十五） 

胸牌—祭司體系中心和終極的點 

照出埃及二十八章十五至三十節，決斷的胸

牌乃是祭司衣服的中心對象，也是祭司體系

中心和終極的點。其主要的目的是神的引導；神的

子民根據由胸牌的實際所得着神的引導來行事。胸

牌豫表召會，我們若不認識召會，也就不認識甚麼

是神的引導；事實上，神的引導和召會乃是一。神

藉着召會、憑着召會、並同着召會，啓示我們該作

甚麼；召會就是神的引導，因爲召會擔負着神聖的

字母，藉此神使人認識祂的引導。胸牌帶在亞倫胸

前（心上），在耶和華面前作記念，表徵全召會作爲

一個建造在一起的實體，帶在基督愛的心上，在神

面前作記念，成爲可喜悅的記念。 

胸牌上的十二塊寶石鑲嵌在金框內，其上刻有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表徵所有蒙神救贖並變化

的人，建造在一起，成爲一個實體，就是召會作基

督的身體。作爲召會的組成分子，由塵土所造的信

徒必須藉着那靈的工作被變化成爲寶石，爲着神永

遠的建造，因此祂天天都在設法變化我們。 

十二支派的名字刻在寶石上，也相當於將基督

寫在信徒心裏，使他們成爲基督的活信，有基督爲

其內容；就是藉着信徒對基督的經歷，並藉着新約

職事的書寫，寫到信徒裏面。刻在十二塊石頭上的

字母，豫表基督是屬天的字母。我們需要被變化而

透亮，有刻着活神的靈連同基督作內容，藉着這些

刻到我們裏面的字母，使神藉着我們來說話。 

烏陵和土明放在胸牌裏，它就不僅作爲記念，

也成爲決斷的胸牌。烏陵豫表基督作爲光，照明者；

土明豫表基督是成全者和完成者：它們的實際乃是

調和的靈，就是神揭示的靈（聖靈），內住於我們接

受的靈（我們重生之人的靈）。出埃及二十八章二十

九至三十節裏的『決斷』一辭指明，神在祂的百姓

中間，在凡事上都有一個定規。這個決斷導致一些

斷案，結果就有了神的引導。我們要知道神的引導，

就必須審判凡出於肉體、己、舊人和世界的一切。

在羅馬八章十四節那靈的引導，就是神藉胸牌所給

之引導的實際，出自該章一至十三節所有的決斷，

也是這些決斷的總和。神藉着胸牌說話作爲祂的引

導，這表徵神藉着召會使祂的子民認識祂的引導。 

神藉着決斷胸牌來說話是藉着變暗的寶石；這

意思是說，神是藉着消極的光景來說話，這樣的說

話就是一種決斷。我們來讀這光景，就曉得神的引

導，神的決斷；然後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我們就會

曉得神要我們作甚麼，這時我們就該跟隨祂的引

導。我們作爲召會若要成爲決斷的胸牌，就必須履

行一些條件：（一）我們需要被變化而透亮；然後作

爲屬靈字母的基督，必須清楚而明確的銘刻到我們

裏面。（二）寶石若未刻着字母，神就無法藉着胸牌

來說話；照樣，神所救贖的子民若不刻着基督，神

也無法藉着他們來說話。（三）因着缺少變化、不彀

透亮、沒有銘刻和光照，我們就需要禱告，使我們

成爲透亮的，有更多的基督刻到我們裏面，並經歷

更多的光照。（四）基督是屬靈的字母，爲着銘刻，

也爲着完成，指明祂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我

們雖然享受祂的銘刻，但我們還需要更多屬於祂的

東西好得着完全。 

胸牌就是身體生活的建造，這就成了我們知道

神對祂子民旨意的憑藉；然後我們纔能接受主的判

斷，知道我們該作甚麼或不該作甚麼；我們就會認

識主的道路；全召會也纔能按主的判斷往前去。我

們需要禱告，使每一個地方召會都照着出埃及二十

八章裏的圖畫，成爲一個胸牌。  （翁景忠弟兄）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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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一會所福音節期蒙恩報導 

一會所在九月大學開學的這段期間，有爲期

三週的福音節期開展，從週一到週四，每天分

爲上午、下午、晚上等三個時段在開南大學校園傳

揚福音。在九月八日下午五點半的第一場福音講

座，共來了九位福音朋友和八十多位弟兄姊妹。這

次福音傳講的主題是：『尋求人生的意義』。說到我

們一生追求了許多事物，卻得不着滿足，甚至使我

們受到挾制。我們真實的需要乃是得到真正的自

由，就是接受基督。如何接受基督呢？方法很簡單，

只要呼求主的名，這位主

就進到我們裏面，成爲我

們的真自由。 

  在聚會開始以前，有

師母和弟兄們前來配搭掛

布條、貼海報和佈置會場，

使在場的學生心裏倍感溫

暖。之後弟兄姊妹也在報

到處迎接陸續進場的每一

個學生，由一到兩位聖徒

配搭陪同。其他聖徒就在

校園各處廣邀福音朋友進來聽福音，因着聖徒滿了

負擔，豫備好的幾百張福音單張都全部發完。也有

聖徒不顧自己的需要，寧可把豫備好的晚餐留給福

音朋友們，而選擇在校園中接觸人，真是見證衆聖

徒爲着同一的信仰齊心努力。 

  聚會開始時，整個會場坐滿了人，其中不只有

新面孔的福音朋友，從前接觸的學生也受邀一同前

來。在會場旁的小教室裏，有一羣弟兄姊妹爲這場

聚會和名單上的學生迫切題名代禱。講座結束後，

大家同心合意邀了兩位學生回到學生中心，有人講

自己的見證，有人鼓勵受浸。感謝主，其中一位同

學受浸歸入主名。另有一羣聖徒專程來學生中心扶

持，一邊享用愛筵，一邊交通最近的開展，同時也

彼此邀約中秋連假的相調開展。 

  感謝主，聖徒們的扶持和配搭，甘心獻上自己

成爲活祭，每一天不辭辛勞的在校園內傳揚福音，

將自己的那一分完全擺出，使開南大學這地滿了神

的祝福，經歷主將得救的人數天天加給我們。 

（十一會所 于艾寧姊妹）

 

二○一六年全臺大學院校期初特會暨桃園大學延伸特會報導 

天神要作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建造神的居所。

爲着成全青年人也能有分這樣的建造，於八

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中部相調中心有全臺大

學的期初特會，分爲兩梯次，桃園市約有六十五位

弟兄姊妹報名參加第一梯次。

總題是『全然奉獻爲着神家的

建造』，共有六篇信息。 

在聚會開始，我們火熱的

一同禱告唱詩，挑旺聚會的

靈。接着爲聚會的屬靈風氣、

屬靈同伴和校園福音有團體

的禱告，並將自己奉獻給神。

信息頭一堂，弟兄向我們問了三個問題：第一，主

觀的說，我的人生跟神正在作的事有沒有關係？第

二，爲甚麼神要人爲祂造居所？第三，全然奉獻爲

着神家的建造意義爲何？這實在摸着了在場每位

的心，尤其弟兄說到全然奉獻不是打包式的奉獻，

而是把我們所愛、所在乎的，一項一項奉獻給主。

這樣的說話使我們有流淚的、有悔改的，並將自己

所愛的、所在乎的向主更新奉獻。弟兄繼續說到，

今天基督需要在我們裏面有擴增，基督的擴增是爲

着召會的建造。所以基督該是我們的一切，不論作

甚麼，都是爲了基督與召會。

我們也需要把時間作有效的

分配，使我們可以在有限的時

間裏學習愛主。至於在身體生

活中，我們需要活出基督的人

性，使神的居所得到加強和保

守。住在弟兄姊妹之家，若沒

有基督的人性天天作到我們

裏面，就很難與人配搭在一起。我們還要成爲所在

校園的柱子，前去傳福音。藉着同心合意和禱告，

與那靈調和，使主的話強而有力的傳到人中間。不

只要傳福音得人，更要前去牧養人，使人得供應。 

  爲着九月的福音節期，弟兄們帶領大學聖徒有

確定目標的宣告：全臺大學聖徒宣告目標，總受浸

十 

今 

在開南校園接觸學生 

桃園市大學生參加全臺大學院校期初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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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人數一千零五十位，總出訪人數九百七十二位，總

福音場次七百六十二場。其中，桃園大學聖徒宣告

目標，受浸一百四十三位，出訪一百四十六位，福

音場次七十七場。 

  特會結束後，爲着加強福音節期的豫備，以及

建立開學後的生活與事奉架構，於八月三十一日至

九月二日在五會所有延伸特會。首先，弟兄們鼓勵

學生要贖回光陰，建立規律復興的生活，使我們過

有晚上、有早晨的生活，不被模成這世代的樣子，

且每早晨在主面前得復興，讓我們每天的生活在神

面前是可數算的。在弟兄姊妹之家的生活，需要操

練有身體的感覺，就如保羅爲了身體的其他肢體願

意放棄自己的權益一樣。另一面，我們也需要學習

被真理構成，以及如何申言陳明真理，而成爲傳佈

真理的人。我們還需要建立傳福音的生活，使人認

識神；也需要堅定持續的實行牧養，使人人得供應

與造就。最後，弟兄們勸勉衆人要成爲貴重的器皿，

合乎主使用；尤其在與人接觸上要學習謹慎，不讓

任何不當的接觸，破壞我們這個器皿。 

  願主記念每位大學聖徒的奉獻和宣告，一同有

分神居所的建造，迎接主的回來。 

（十一會所 丁韋馨姊妹） 

 

二○一六年全臺大學院校期初特會暨桃園大學延伸特會蒙恩見證 

謝主，讓我有分這次的特會，能彀跟全臺的大

學生唱詩、禱告、操練靈，一同被主焚燒。這

次特會總題是：『全然奉獻爲着神家的建造』。奉獻

就是把主權交給主，讓主隨心所欲；也說到奉獻不

該籠統的奉獻，乃是一項一項且甘心樂意的奉獻。 

在第二篇弟兄問了一個問題：基督與召會、家

人、課業、自己的事，如果要照順序一到四排列爲

何？大家都說，一、基督與召會，二、家人，三、

課業，四、自己的事。弟兄說：『不對，一到四都是

基督與召會。』我們所作的事情若和基督與召會無

關，就沒有意義了。自從我們成爲基督徒的那日起，

時間都是主的，沒有自己的時間，乃是絕對爲着主。 

在第六篇說到祭司體系，祭司的三個主要工作

有獻祭、點燈、燒香。摸着弟兄說到點燈很重要，

因爲祭司如果進入帳幕沒有點燈，就沒辦法事奉

神。正確的聚會乃是點燈，使燈（光）上升，就是

發出光來。有時候聚會可能沒那麼有反應，就該率

先起來操練靈，操練在聚會中作個點燈的人。弟兄

分享一個見證，說有一個小排，分享時都沒人開口。

大一、大二生怕分享不如學長，就沒分享；學長看

學弟沒說話，也沒分享。這時，有一個國中生率先

操練，這時聚會就滿了光。盼望我能彀在聚會中，

作個點燈的人。         （六會所 周哲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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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特會有很多關於福音的交通，已往只要聽

到這些交通，都會覺得很有壓力，認爲傳福音

是很大的重擔。這次特會卻很享受弟兄們的交通，

也對福音開始有負擔，羨慕成爲一個與主同工的

人。雅歌七章十二節，『我們清晨起來往葡萄園去，

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我在那裏

要將我的愛情給你。』如今校園就是我工作的葡萄

園，我要在這裏將我的愛情獻給主，與祂同工。 

很寶貝信息說到，我們要有基督的擴增，而使

召會得以擴增並開展，就必須同心合意，藉着禱告，

將福音傳給人。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七節下：『就是

你們在一個靈裏站立得住，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齊

努力。』感謝主賜給我許多同伴，操練同心同魂，

在一位靈裏，爲神家的建造一齊努力。願我們都與

主有同樣的心願，作一個傳福音的人，把人帶給神，

建造神的家。           （九會所 林蓓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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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特會的第一篇是『贖回光陰，建立規律復興

的生活』。生命是憑着規律而長大，並且這神

聖的生命不是在安逸的環境中長大，而是在艱辛、

麻煩、困難的環境中長大。這裏弟兄交通說，越沒

有價值的事越不麻煩。我就想到我的口頭禪是『好

麻煩』，並且我是個怕麻煩的人。藉着這次特會實在

光照我，轉了我的觀念，寶貝每一件麻煩事都能讓

我生命長大，爲着這樣的長大，我願意順服各樣的

交通。 

我也很摸着要被真理構成並傳佈真理餧養人。

主呼召彼得時，是在他輭弱的時候（他帶頭呼召弟

兄們去捕魚），但主來尋找彼得要他餧養主的羊。並

不是等我們剛強了纔牧養人，不論我們剛強或輭

弱，總要餧養主的羊。這能解決我們的難處，使我

們被迫操練，追求更深的經歷基督，帶進衆聖徒的

長進，使召會得擴增，新人在基督的身體中得建造。 

（五會所 朱晟晞弟兄） 

感 

期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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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欠我們債的人 

年輕的時候，很早就進入職場，從事美容美髮

的行業。後來也經過了結婚生子，原本和樂的

家庭，因着許多變故，必須獨自擔負家庭經濟和兒

女教養的重擔。 

那時，生活和工作的壓力，常使我喘不過氣來，

總覺得人生寫照只有『苦』字。要顧到家庭的開銷、

髮廊事業的經營、還有兒女教養的需要，所賺得的

錢無法應付，必須靠借貸來度日子。正感人生無望

時，偶然的機會下，遇見了基督徒，他們非常關心

我的情形，總是定時來看望我。一段時間後，開始

有姊妹固定陪我讀聖經，用主的話來幫助我，她們

鼓勵我要受浸，進入神的國。信主這件事，真不敢

多想，一想到身上背負的債務，若順利至少也要十

多年纔付的清，現在還債都來不及了，那有心情來

召會阿。主耶穌沒有放過我，這段時間弟兄姊妹的

照顧，主的話成了我每天的動力和倚靠，還猶豫甚

麼呢？堅持甚麼呢？所以，我勇敢的受浸了。 

出了會所，回家的路上，嘴裏竟調侃自己嘀咕

起來，『主阿，你真的在麼？我這是苦中作樂麼？主

阿，換個角色，今天我若是債主，我一定會告訴對

方，回去好

好 過 生 活

罷！把身體

照顧好，欠

債的事就告

一段落罷，

不用還了。』

想到這裏，

自己還會心一笑，真是異想天開，回家也就忘了。 

經過四個月後的一天，我得知債主病逝了，正

準備去找她的家人，談談後續償還的事。那知她的

兒子先主動來找我，一碰面就說，『阿姨，媽媽臨終

要我轉告妳，好好過生活罷！把身體照顧好，欠債

的事就告一段落，不用還了。』當時，我啞口無言，

這不是我受浸後，跟主的無心之言麼？內心真是敬

拜主的信實和恩典，我無以回報，知道我是個欠債

的人，欠主的債，惟一能作的，就是把一生與全家

交託給這位主，祂必能保守。我還要一生安家在神

的家裏，好好傳福音，爲主作見證，讓更多的人接

受救恩，讚美主。       （一會所 陳繪年姊妹） 

書報導讀

在基督的身體裏與神同工（第七至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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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篇論到『啓示的事

奉』；第八篇說到『召會是基督

的身體』。 

真理要點 

一、保羅對亞基帕王見證說，『我故此沒有違背

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二六 19）。保羅之所以丟棄

猶太教，就是因爲他看見了從天上來的異象；他沒

有違背那異象，卻受那異象的支配。這個異象乃是

多方的，首要的是看見真實的事奉，就是流露基督，

要讓基督從我們裏面流露出來。 

二、召會是基督的身體，一點不差就是基督自

己；召會在地上，就是基督在地上。基督一直藉着

祂的召會，就是祂的身體延長並普及。但在召會這

基督的身體裏，對我們有一個厲害的要求，就是我

們必須將自己擺在一邊，被了結。召會需要在生命

裏長大成熟，主纔能回來收割莊稼。 

實行要點 

一、事奉乃在於啓示。沒有啓示，我們的事奉

沒有價值。要得着啓示，第一，我們必須求。正如

保羅爲召會祈求，要聖徒能得着智慧和啓示的靈，

我們也必須求。第二，我們必須除去遮蔽。在宇宙

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成爲我們的遮蔽。光是神主動

賜給的，問題是我們這邊，我們是否要光的照亮。 

二、主必須對付我們這個人，讓祂從我們裏面

活出來。主的對付包括三方面：第一，我們自己；

第二，天然生命；第三，個性，卽單獨和個人主義。

當我們一步一步的受了對付，基督纔有機會從我們

身上活出來。           （八會所 鄭淙仁弟兄） 

我 

10/6~10/8 在澳洲黃金海岸有秋季國際長老暨負責

弟兄訓練，請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