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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二） 

正常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風、雲、火、金銀合金 

以西結一章四節，從北方颳來的暴風是神能

力之靈的表號，圖畫。風表徵聖靈吹在我們

身上，眷顧我們，叫我們得着神的生命。我們屬靈

的經歷總是開始於屬靈的暴風。神的眷臨開始於神

的風吹在我們這人身上。那靈作爲吹動的風，把神

帶給我們，使我們重生。在我們屬靈生命每次轉彎

時，從北方颳來的暴風都吹在我們身上。照着召會

的歷史看，歷代神的靈像大風一樣吹動，使人爲罪

悔改，相信主耶穌而得重生，捨棄世界跟隨主，並

且心裏迫切、靈裏焚燒來事奉主。每次的暴風都值

得回憶；每次的暴風都成了喜樂的回憶；每當神眷

臨我們，復興我們，祂的靈就像一陣大風吹在我們

身上。 

  以西結一章四節裏的雲是神遮蓋祂百姓的表

號。雲在這裏表徵神作爲那靈與祂的百姓同住，遮

蓋他們，爲要照顧他們，向他們施恩；聖靈臨到我

們並摸着我們的時候，就像風一樣；聖靈停留在我

們這裏，覆庇我們的時候，就像雲一樣。風的吹動

將神的同在，以屬天、覆罩、覆庇之雲的形態帶給

我們。雲一點不差就是覆罩的神；神作爲風臨到，

但祂作爲雲停留。我們可能感覺神的恩典和榮耀在

我們身上，像天篷一樣遮蓋我們。因着神作爲雲停

留，祂就遮蓋、覆庇、並覆罩我們，使我們享受祂

的同在；這樣，祂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産生出屬

祂的東西。雲也表徵神對祂百姓的照顧，並祂向着

他們的恩寵；在祂恩典的眷顧裏，神臨到我們像雲

一樣，照顧我們，向我們施恩；神吹在我們身上之

後，我們就覺得祂在覆庇、並眷顧我們；我們能覺

得祂的同在和祂的眷顧。風同着雲，指明神與祂子

民之間有重大的屬靈事故卽將發生。 

  按照以西結一章四節，風帶進雲，而雲裏有火。

以西結所看見的火，表徵神焚燒、聖別的能力。雲

中有火，意思是我們被那靈覆蔭時，就蒙祂光照。

火象徵神行動裏煉淨、純淨、聖別、並推動的焚燒

能力；每當神來眷顧我們，祂聖別的火就來燒燬我

們裏面一切與祂聖別性情、性質不配的事物。聖靈

的火越在我們裏面焚燒，我們就越被煉淨、蒙光照；

只有合於神的聖別的，纔經得起祂聖別的火；凡與

神的聖別不合的，都必須燒去。 

  風的吹動、雲的遮蓋和火的焚燒，結果是光耀

的金銀合金—救贖之神的輝煌彰顯。金銀合金中，

金表徵神的性情，銀表徵救贖。屬靈的事故只要與

吹動的風、遮蓋的雲和煉淨的火有關，其結果總是

救贖之神的輝煌彰顯。由光耀的金銀合金所表徵的

那一位—羔羊神，住在我們裏面，是無價的寶貝。

我們越經歷吹動的風、遮蓋的雲、和煉淨的火，就

越有金銀合金構成在我們裏面，使我們成爲滿了三

一神並彰顯祂榮耀的人。 

  每個基督徒屬靈的歷史都該是風、雲、火、金

銀合金的故事。每次我們蒙主恩典，都與祂發生風、

雲、火、金銀合金的故事。在我們整個基督徒的生

活中，我們屬靈的經歷該是風、雲、火、金銀合金

這一個持續不斷的循環；每次這個循環重複，就越

有金銀合金構成在我們裏面並産生出來，使我們成

爲滿了三一神並彰顯祂榮耀的人。 

  當我們經歷吹動的風、覆庇的雲、焚燒的火、

和光耀的金銀合金，我們就成爲神榮耀的異象。我

們在個人的屬靈經歷中若有風、雲、火和金銀合金，

那麽每當我們聚在一起，我們將是金銀合金的異

象，有照耀、光耀的貴重寶貝在我們裏面。 

（鄭憲宗弟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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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二會所蒙恩報導

謝主，十二會所自二○一三年十月啓用至今

已三年多，使用會所聚會的小區人數由原本

的二、三十位繁增到四、五十位。因此十二會所於

二○一六年十月，又新增出一個寶山小區。 

主也呼召四個小區中配搭服事的弟兄們，形成

了一個服事團，每兩週一次，一同爲着福、家、排、

區的建立和生、養、教、建的實行，有禱告交通和

研討改進，並於每個月一次的會所集中聚會裏向聖

徒們傳輸負擔。 

在福音開展的服事方面，每週四晚上出外傳福

音的人數，由個位數增加到十五位左右，獲得了數

十位可再回訪的名單；亦有聖徒藉着配搭傳馬路福

音，而陸續帶人受浸得救，阿利路亞！並且，去年

十二月於十二會所的福音聚會中，福音朋友人數由

先前的五位，增加到了二十幾位。一同服事福音聚

會的聖徒人數，以及一同於會前禱告的聖徒人數也

都較已往增多。『使我爲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

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在聖靈

裏得以聖別，可蒙悅納。』弟兄姊妹爲着會所的興

旺，各個願作神福音勤奮的祭司，榮耀歸神！ 

再者，服事團爲着聖徒的成全與造就，而有許

多尋求及禱告，巴望聖徒都能盡活而生機的功用。

因此，每月一次集中主日聚會的申言，由原先零零

落落的自由分享，變成有配搭、有方向性、有聖靈

膏油的發表，讓聖徒們都得着豐富的供應。去年十

二月十一日的會所年終感恩聚會人數達到一百三

十五人，願今年使我們都看見神榮耀的異象，有團

體的建造，團體的彰顯，感謝讚美主。 

（十二會所 蘇慎成弟兄） 

 

各會所年終感恩相調聚會蒙恩見證（二） 

去年十二月底各小區裏的年終感恩聚會，今

年一月七日（週六）晚上在龍潭的富林里民

中心，是全會所的感恩聚會。這也是桃園市召會二

○一六年二月，將原來的平鎮區（山仔頂、南勢）

及中壢五大區（美麗、新富）加上龍潭區重新調整

爲十四會所後，首次全會所一同數算主恩。到場人

數約有一百四十位聖徒，三十位兒童，也有約十幾

位福音朋友。藉着更多的相調、交通及禱告，除去

彼此的分別，把我們調進基督身體的實際裏，肢體

相互扶持各盡功用，爲主作合一的見證，讓主的榮

耀得着彰顯。 

在聚會開始，先是豐盛的愛筵，同時有去年的

行動回顧、福音開展、新人與兒童等多媒體影片播

放。影片回顧結束，接着衆人禱告唱詩，然後是兒

童們詩歌帶動唱，兒童自己和服事者首先開始今天

的蒙恩見證。看見兒童是單純貴重的器皿，也是大

的福音，不少的家長們向着召會敞開而得救。青少

年展覽，多數的成員是從青少年集中主日聚會回到

各會所聚集，他們個個都見證申言，對主滿了榮耀

的盼望。青職展覽，聖徒們也訴說着在職場中如何

以喜樂的心來面對工作，如何能聯於召會，聖別生

㓉，並在海外配搭傳福音帶人得救的見證，說出對

主愛的經歷。 

在新人的見證中，有去年幼幼排家長新鮮的經

感 

繼 

十二會所福音聚會 

十四會所聖徒們聚會歡唱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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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歷、消防隊弟兄的得救、姊妹飽嚐主恩的家庭經歷、

外地受浸回到本地得顧惜的見證等分享，很叫人受

激勵。 

在社區的見證中，有因團體晨興而贖回光陰、

恢復起初的愛並得供應乃至生命長大的蒙恩；也有

兩兩相約晨興、家聚會讀經或追求書報、傳福音及

參加壯年班受成全的見證；有去年全家得救，在身

體裏被扶持安息聚會、結婚聚會而得復興的蒙恩；

有得餧養及忠信服事的見證。總計四十一位聖徒上

臺見證。 

最後有七位弟兄配搭展望交通，包括有今年跟

上召會的帶領背經馬太五章至七章、讀經一年一

遍；福音上，需要有負擔爲人代禱，並藉着出外訪

人與家聚會能彼此牧養，以建立真理追求的空氣。

願主祝福衪的召會在新的一年繼續往前。             

（十四會所 林俊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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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甜美喜樂的一天，十六會所於今年一月一

日舉行年終感恩聚會，會場人數將近二百一

十人（含三十九位兒童），大大小小弟兄姊妹，在九

點半會場就已坐滿人。聚會前有一位青少年弟兄受

浸，同享神家豐富。 

聚會一開始，衆聖徒歡唱補充本詩歌七五二首

『愛使我們相聚一起』，衆人浸透在主的愛裏，爲已

過這一年感恩，爲要來這一年再求主加力，繼續奔

跑屬天賽程。接着介紹去年得救的新人，以及第一

次參加聚會的福音朋友和遠地聖徒。新人的見證激

勵我們，要作一個在主裏新鮮活潑的健康寶寶，需

要正常喫喝，在身體裏長大並盡功用，以討主喜悅。 

青少年的見證滿了活力，衆人看到青少年的長

進與對主的經歷享受，實在讚美主。他們把上好的

青春給主、給同伴、給服事者、給召會，一同愛主、

事奉主，並一同過召會生活。 

一區和四區聖徒的蒙恩見證裏，聖徒分享傳福

音給家人並帶進得救。一位弟兄的母親，一位姊妹

的丈夫，都因着主的憐憫，在去年都得救了。另有

位弟兄分享，很虧欠對家人實在不彀有負擔，求主

赦免，願意在要來的日子裏，對家人的得救，有更

迫切的負擔。 

之後是兒童的展覽，也是衆人歡樂的時光。兒

童是召會的下一代，主耶穌寶貝孩子們。當兒童們

一站出來，衆人均目不轉睛，紛紛出動照相機或手

機拍下孩子可愛的模樣。首先是國小孩童加上學齡

前，然後是年紀更小的幼幼排兒童，父母抱着一同

唱兒歌，大家喜樂洋洋，享受甜美活潑展覽。難怪，

主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爲

神的國正是這等人的。主愛小孩，願我們都有同樣

的負擔與感覺，竭力將小孩帶進召會生活，一同牧

養教養兒童，成爲主裏單純聖別的器皿。 

再來是二區、三區、六區聖徒的見證。有的聖

徒分享工作上經歷主並帶同事得救的蒙恩；有的聖

徒分享家打開過程的蒙恩；也有分享因弟兄的扶持

而愛主的蒙恩；有的聖徒分享在海外數年生活的蒙

恩；有的聖徒分享因孩子轉學過程而經歷主的蒙恩

等。衆人的見證實在太豐富了，時間都不彀用，感

謝主在聖徒身上特別的眷顧及奇妙的帶領。 

最後是負責弟兄勸勉的話，鼓勵衆聖徒在新的

一年，再奉獻、再往前。也分享十六會所的蓋造進

度，喜樂的靈充滿並充溢我們。之後擘餅聚會，衆

聖徒高聲唱詩讚美，將感恩聚會帶到最高點。散會

後大家開心的拍團體大合照。 

『使基督藉着信，安家在你們心裏，叫你們在

愛裏生根立基，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衆聖徒一同

領略何爲那闊、長、高、深，並認識基督那超越知

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爲神一切的豐滿。』讚

美基督的所是、所有、以及祂所完成、所達到、並

所得着的一切。在中午相調愛筵後，又有一位年輕

媽媽被激勵，當天受浸得救了。在二○一七年的第

一天，我們就一同在身體裏結果子，在衆民面前有

恩典，願主將繁增的福賜給祂的召會，阿利路亞。 

（十六會所 吳嘉正弟兄） 

真 

十六會所感恩聚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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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完全的釋放與自由 

是去年十月六日受浸的，得救至今四個月了。

原本是個傳統佛教徒，還是個容易被邪靈攪

擾的體質，這問題非常困擾我。 

  於去年九月底，我參加公司招待的泰國旅遊，

在當地受到邪靈攻擊，身體極其難受。公司同事中，

有位行政人員是一位弟兄，他就爲我禱告。禱告時，

他覺得我身上有一股強大的黑暗權勢。他說，他以

前的情形也和我一樣，但在得救信主並進入召會生

活後，就不再受攪擾了。陪伴我們一同旅遊的領隊

也是弟兄，他聽到後，便爲我聯絡桃園的弟兄姊妹。 

  返臺之後，果然有弟兄姊妹來到家中傳福音給

我，帶我呼求主名、禱告。當天晚上，沒有想太多，

跟着弟兄姊妹到十二會所受浸了。隔了二天，拆除

清理家中許許多多的邪污之物。拆除完偶像，整個

客廳是明亮的，人也舒服多了，但仍感覺頭上似乎

被罩住，眼睛也是模糊不清的，叫人無法釋放。 

  當我開始參加區

裏的小排，跟着弟兄姊

妹一起唱詩禱告；禱告

結束那刻，額上、頭上

那層遮蓋就突然不見

了，眼睛也發亮了。這

時纔徹底的釋放，完全

的自由，不再受撒但仇

敵的捆綁與攪擾。 

  感謝主，是主拯救

了我。現在我穩定的和姊妹們晨興，也參加完初信

成全。每一天都會跟主禱告，越是禱告，心情越是

喜悅舒爽，深處更是平安喜樂的。我也感謝弟兄姊

妹滿有主的靈，傳福音給我這貧窮的人，使『被擄

的得釋放，瞎眼的得復明，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讚美主！             （十二會所 陳右祐姊妹） 

書報導讀

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則（第三至四篇） 

信息內容 

第三篇則是『人天然的生

命與基督的生命相對』，第四篇

則是『需要倒空讓基督充滿』。 

真理要點 

一、神的目的乃是要把我

們建造到基督裏，並且把基督

建造到我們裏面。人原初受造時，並沒有基督在人

裏面，因此，人卽使沒有犯罪，仍然需要神的救恩。

神將人安置在生命樹跟前，這生命樹就是基督。然

而撒但打岔人，叫人離開生命，轉向善惡知識樹，

而這樹就是撒但的化身。 

二、大數的掃羅在遇見主之前，按律法的義，

他是無可指摘的。他也爲傳統的信仰熱心。然而，

這樣的好人乃是一個敵擋神的人。他是神揀選的器

皿，因此神要除去他裏面那些霸佔的事物，包括：

（一）他的善行、義行、道德、出身、血統、及天

然的長處；（二）他的熱心；（三）他事奉神的工作。

不論是守律法或熱心忙碌爲神作工，都沒有價值。

神的計畫，乃是要將基督調進人裏面，以基督作我

們的榜樣和追求的目標。 

實行要點 

一、生命真正的長進是因爲被破碎，有基督調

進來而長進，並不是變得圓滑、深諳人情世故。人

的轉變可能來自被兒女磨，被同事碰，不一定是真

被破碎，所以不一定有基督的成分調進來。真正的

長進乃是裏面的變化，是天然的人被破碎，基督在

裏面擴展，這纔是在長進，纔是在得榮耀的過程中。 

二、福音的原則，就是神要拯救人脫離神之外

的一切事物，好讓祂自己來充滿人。人是神的器皿，

應當盛裝神，我們裏面若充滿神之外的許多東西，

就無法被神充滿。人如果要接受神，被神充滿，就

必須撇下一切，倒空神之外的一切事物，被神充滿。 

（八會所 陳信忠弟兄） 

我 

請爲聖徒能進入以西結書的異象，並有分神今日的

行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