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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以西結書結晶讀經（十七）
神那極有特色之聖別建造的異象
永遠的定旨是要得着一個建造，作祂自己與
祂選民的調和；凡神在祂子民當中，並在地上
列國當中所作的，都是爲着祂的建造；這由啓示錄
這卷書所證實；啓示錄與以西結書平行，總結於神
終極的建造，就是新耶路撒冷。以西結看見第一個
異象，就是主榮耀顯現的異象，是在他三十歲時，
那是祭司開始盡功用的年紀；他看見末一個異象，
就是神聖別建造的異象，是在他五十歲時，那是祭

神

身體。十字架、基督和召會是新約也是整本聖經的
中心題目。我們在生活和工作裏所作並所說的一切，
都該經過十字架並憑着那靈，好將基督分賜到別人
裏面。我們在經歷神的建造時，越往裏面進展，就
越升高；並經歷基督作神的見證人，用無限無量的
力量背負神的家。
殿牆厚六肘，六這數字表徵主耶穌的人性是神
居所站立的力量；在帳幕裏直立的皂莢木板也表徵

司退休的年紀。這指明以西結要看見神建造的異象，
需要在生命裏更成熟。
要看見神聖別建造的異象，以西結從被擄之地，
被帶到以色列地，在耶路撒冷城的高山；這是正確
的地位、正確的立場和正確的角度。在建造的門口
顯爲銅的樣子的這人乃是基督；銅表徵受神審判的
試驗；基督經過神的審判，完全彀資格來量度凡屬
於神建造的事物。
申言者需要有敏銳的眼光，並要專心聽。他也

主耶穌的人性；主耶穌作爲正確的人，乃是神建造
之直立、支持的牆。以西結書這三十間爲着彰顯的
旁屋，是基於那三十間爲着享受的屋子（結四十
17）
。旁屋越上越寬，指明我們與主的關係越升高，
我們在經歷中變得越寬廣、越豐富。聖殿相關建築
的每個部分，全都鑲上木板；木表徵耶穌拔高的人
性。在所有鑲上的木板上，都雕刻了基路伯和棕樹。
立在這殿裏的香壇，單單是木頭作的，表徵耶
穌的人性（結四一 22）
。在召會中，
『門』的功用是

必須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好吸收所要指示他的事；
這樣，凡他所看見、所聽見的，他就能告訴神的百
姓。殿四圍的牆是爲着分別，表徵基督自己是正直、
完全並完整的人。這樣一位基督是神建造的分別線，
將屬於神的和不該屬於神的分開。
門（指門洞）分爲四段：外面的過道、通道（院
子）
、裏面的過道和門廊。門表徵基督是我們進入神
裏面，進入神的權益、神的建造和神的國的門路。
內院門洞的細節與外院門洞的細節相同，指明我們
進入內院時，就重複對基督的經歷。在經歷神建造
的事上，越往裏面進展就越高；而且要進入內院，
就必須在復活裏。在這裏不再僅僅是外院子的百姓，
乃是成了祭司，豫備給神作燔祭。祭壇表徵基督的
十字架，是神聖別建造的中心和建造的圓周。
祭壇表徵十字架，殿表徵基督與召會，基督的

讓積極的人事物進來，而不讓消極的人事物進來；
召會中的門必須有彈性。棕樹雕刻在窗旁的牆上，
指明得勝和永遠常存的能力、力量，總是與屬靈的
空氣和神聖的光並行。
聖屋位於北面和南面，是連接內院和外院的房
屋。在外院鋪石地上的屋子是百姓喫供物的地方；
而聖屋是祭司喫供物，並擺放、儲藏供物的地方；
也是他們擺放祭司衣服之處。在聖屋裏，我們達到
屬靈經歷的最高峯；在聖屋裏生活就是在基督裏生
活；在聖屋裏喫供物就是喫基督，穿上聖衣就是穿
戴基督使祂得彰顯。聖屋和旁屋一樣，都有三層，
指明聖屋與基督的豐滿、彰顯相符；祭司享受基督
到一個地步，他們的聖屋與基督的豐滿一樣高。
（翁景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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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所青少年送舊迎新愛筵交通蒙恩報導

桃

園市召會六會所的聖徒們，爲了幫助升上高
中及大學的青少年得著加強及鼓勵，每年六
月都會舉辦全會所的青少年迎新送舊的愛筵交通，
藉此見證主耶穌在青少年身上的恩典製作。
今年於七月中旬的週末晚上，青少年家長跟聖
徒們皆喜樂前來參加聚集，與會聖徒約有七十位。
大家手上帶着各式菜餚及點心，每位臉上皆洋溢着
喜樂滿足的笑容，熱切期盼參加這次聚集。愛筵開
始，大家不僅享用着桌上滿滿的菜餚，更是享受彼
此之間的交通，我們衆人在神聖的愛中有歡笑聲與
詩歌聲。

迎新送舊聚會中的家長與青少年

之後的聚集開始於詩歌歡唱，接着有青少年畢
業生的見證。今年六會所升高中到場有五位、升大
學有兩位。他們一個一個述說自己的蒙恩經歷，在
學期結束前的國三或高三那一年中，見證自己何等
需要同伴的代禱扶持，也需要主話的新鮮供應，更
需要召會生活的托住支撐。回首已過的年日，真是
路滴脂油恩重重。
最後有畢業青少年的家長們與服事者的分享交
通，勸勉並鼓勵孩子們憑信跟隨羊羣的腳蹤，憑愛
享受基督的牧養，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住在我們
裏面，成爲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也有家長們
交通並勉勵青少年放膽往前，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
竭力追求基督。就像希伯來書十二章一至二節上所
說：
『所以，我們旣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
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望斷以及
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
與會的衆聖徒也深深受到青少年們的見證所感
動，繼續擺上禱告與配搭，盼望更多的青年人被主
得着，在年輕的時候就愛主，裝備主的話，成爲主
今時代的得勝者，豫備主的再來。
（六會所 張忠永弟兄）

大學聖徒暑期現場訓練報導

桃

園市召會大學聖徒暑期現場訓練於七月十七
日到二十二日在二會所舉行，約有四十位聖
徒參加。其中包含了在桃園就學的學生、本地大學
生和卽將升大一的學生們，一同進入以西結書結晶
讀經（二）的信息裏，使每一位在暑假生活中，因
着主向他們的說話，再一次被生命的氣所點活，從
『墳墓』站起來，成爲極大的軍隊。在訓練時間安
排上，早上進入夏季訓練的兩篇信息並有信息的考
試展覽，下午則是先有個人並分組的禱告，再分組
研讀早上追求的信息，傍晚在二會所附近接觸人傳
福音，晚上分組速讀創世記和出埃及記的經文。
每堂聚會以禱研背講的方式進入，使學生們熟
悉以西結書經文事實，對於每篇信息有鳥瞰的眼光，
並操練講說，讓現今職事的說話逐漸構成在他們裏
面。弟兄們再有信息的交通和負擔的傳輸，幫助學
生們將主的話實際的應用在生活中。

大學生暑期現場訓練展覽

弟兄們鼓勵學生操練花時間與主有個人、私下、
屬靈的交通，建立個人親近主的生活，學習禱告、
禱讀而喫主的話。對主的話不要只有字面的認識，
藉着操練運用靈接觸主的話，而對主有更深、主觀
的經歷和認識。說到神聖別建造的異象時，弟兄題
醒這其中一切建造的細節，都該應用在我們身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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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弟兄姊妹之家中，讓殿的尺寸量度我們而被擴大，
使每個人並每一戶弟兄姊妹之家都有分別的牆、引
人進入神居所的門、站在重生的『石頭』上，喫基
督並享受基督、爲着神的建造經歷祭壇—十字架的
了結。弟兄也很強的說到，青年人需要有耶穌的人
性。在這關鍵的時代，撒但竭盡所能的利用淫亂、
自殺、心志病態來破壞青年人的人性，爲此我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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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藉着經歷耶穌的靈、喫基督作素祭，而有耶穌復
活、拔高的人性。
願主得着主恢復裏的青年人，在暑假贖回光陰，
操練過與主交通的生活，讀書報以追求主，享受耶
穌人性的加多。在要來的新學期裏，更新奉獻自己，
爲着神殿的建造，使神的榮耀回到神的殿中。
（五會所 謝佳美姊妹）

大學聖徒暑期現場訓練蒙恩見證

這

次訓練中，我很摸着第三篇『知道我是耶和
華』
。出埃及記三章十四節：
『神對摩西說，我
是那我是；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我是
差我到你們這裏來。』基督是那我是，對我們乃是
一切，給我們經歷享受；祂是那我是，意思就是『你
需要甚麼，我就是甚麼』
。
在傳道書一章二節：
『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
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詩篇九十篇十節：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
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
們便如飛而去。』我們必須有一個很重要的看見，
那就是只有神是，若人的一生沒有神，卽使那人有
再高再好的成就，都是虛空。感謝主給我看見人生
來真正的意義和價值，那就是盛裝神，彰顯神！
（四會所 江星漪姊妹）
----------------------------------------------------------------此次訓練，我摸着兩個點：
（一）我們的申言
是因爲我們愛主，我們若愛主，就必然被祂充
滿，凡我們裏面所充滿的，就會從我們身上湧流出
來。另一面我們要湧流也需要有裝備，藉着操練禱
研背講，對主的話有消化，就能用基督那追測不盡
的豐富餧養人。
（二）第三篇信息『知道我是耶和華』
裏面說到，基督是那我是，對我們乃是一切，給我
們經歷並享受。在出埃及三章十四節，神只說『祂
是』
，而不
說祂是甚
麼，這意
思是『我
們需要甚
麼，祂就
下午分組研讀信息與討論
是甚麼』
。
讚美主，祂對我們乃是一切，給我們經歷並享受！
這一次參加現場訓練，不但使我更深的瞭解真

在

理，也曝露自己的不足，願我在這個的暑假中，裝
備更多的真理，與對主有更親密的交通，贖回光陰，
被主厲害的製作與得着。 （九會所 黃彥騰弟兄）
----------------------------------------------------------------等喜樂，這樣的訓練因着主的話向我們開啓，
使我們對神的認識和看見被拔高。這幾天實
在是被主的話充滿並浸透，藉着信息的研讀也使我
對主話更認識。我享受每天在豫備隔天考試展覽的
過程中，與主親密的交通，使我與主更多的調和，
也使我能被主的話構成，經歷到我不能只是憑着自
己的感覺和領悟來說話，乃是需要憑着那靈在我裏
面的感動而說話，使我能將主說到人的裏面。
我還摸着在訓練中不僅是要看見異象、聽見主
的話，更是要在平常的生活中操練並經歷，過一個
喫基督的生活。盼望我能更多贖回光陰，竭力追求
主那追測不盡的豐富，使我成爲在主手中有用的器
皿，爲着神的建造。
（十會所 杜潔恩姊妹）
----------------------------------------------------------------上個月剛受浸得救，爲了能更深的認識耶穌
基督、瞭解甚麼是神的經綸，所以參加了這次
大學生現場訓練。沒想到這次訓練的內容是如此豐
富，激勵我以後要更多喫、喝、享受主耶穌，並在
生活中有更多的禱告、經歷神。
我很摸着第八篇『被神的建造所量度』
，說到整
本聖經是一本建造的書；聖經的主題乃是神的建造。
以前看聖經都是隨手翻翻走馬看花，經過禱研背講
之後我纔發現聖經的寶貴，原來聖經是這麼的奧
祕！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應該早幾年來過蒙福的
召會生活。還好我願意惜取年歲，緊緊跟隨。以弗
所書五章十六節：『要贖回光陰，因爲日子邪惡。』
學習在生活中揀選生命、分別爲聖，並在召會生活
中主動用靈，與弟兄姊妹相調爲一，同來建造主生
機的身體。
（十一會所 陳盈齊弟兄）

何

我

第三版

桃園市召會週訊 083 期

福音見證

2017.08.27

今天主住在我們裏面

願

大家平安喜樂，我目前是元智大學資訊工程
系大一的學生。從小在傳統家庭中長大，尚未
信主前，雖然知道一些耶穌的故事和事蹟，但因着
自己的一些奇怪想法，讓我還是無法接受主耶穌。
但是主沒有放棄我，在大一下學期初，主藉着一些
基督徒來尋找我。還記得某一天回家時，一路上我
遇到了三組基督徒向我傳福音，讓我深深體會這位
主耶穌是何等奇妙，祂是如此愛我，我便願意受浸
得救。
得救後，有弟兄姊妹每週陪我讀牧養材料，其
中讓我覺得印象深刻的是：今天主住在我們裏面！
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祂今天成爲那靈，
就住在我裏面，只要簡單的呼求：『哦！主耶穌！』
就能彀接觸祂。在我心情不好、一個人走路無聊、
或是緊張的時候，我就會呼喊祂，並經歷了祂是我
的依靠，我的朋友。就如聖經的羅馬書十章八節說：
『這話與你相近，就在你口裏，也在你心裏。』這

位主耶穌與我
如此的親近又
實際！
不僅有弟
兄姊妹陪伴讀
聖經，認識主的
話，另有一件事我覺得開心的就是唱詩歌。一開始
唱詩歌沒甚麼感覺，有時也不大懂詩歌的內容，但
藉着不斷的唱，卻越唱越喜樂，笑容自然而然的出
現在臉上。
最後，我要分享一處經節，馬太福音十一章二
十八節：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
使你們得安息。』這句話是主耶穌親口說的。我們
每一個人在這世界上都有勞苦和重擔，但是我們可
以到主那裏去，祂會使我們得到平安和滿足，願您
也一起認識這位奇妙的主。（五會所 呂紹瑜弟兄）

書報導讀

從以弗所書看召會在基督裏的福分與地位（第十三至十五篇）
信息內容
第十三到第十五篇，論到召
會的產生以及召會的建造，從以
弗所書二章十一至十五節來看
其根據和包含的要點。
真理要點
一、召會是神在基督耶穌裏所創造的傑作，爲
着神早先豫備好，是神與人調和的新創造。召會的
建造是用外邦人同以色列人作材料。我們原是在基
督以外的外邦人。十二節的『在基督以外』包含四
個重點：第一，在基督之外就是在以色列國之外，
和以色列國民隔絕。以色列國是神國的一部分，因
此在以色列國之外，就是在神國之外，失去神的管
治、掌權和恩賜福分。第二，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
局外人，因爲神所應許的諸約，都已經交給以色列
人。第三，在世上沒有指望，指明一個人不活在神
的國裏，就是活在世上，在世上的結果乃與神所有
的應許以及所立的諸約都無分無關，毫無指望。第
四，沒有神，外邦人原來也是神造的，起碼還有神；
但神一切的福分都含在基督裏，一切的公民權都與

以色列國有關，並且一切的美事都應許在神的諸約
裏，所以外邦人成了『沒有神』的人。
二、十三節的『在基督耶穌裏』說到我們從前
這遠離的人，如今有分於神應許的諸約，我們也有
神，能享受神和屬神的一切。十四至十五節說到召
會的建造是藉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毀了中間隔斷的
牆、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法，如今猶太人與蒙
恩的外邦人，兩下在基督裏得以和諧，成爲一個。
實行要點
一、作外邦人的我們靠着基督救贖的血，從原
來死在過犯並罪之中的光景，和在肉身上、天然的
地位上，被帶回歸神。
二、作團體新人的我們憑着基督來斷定在神面
前的真實地位，也在祂的肉體裏，藉着十字架，推
翻肉體其根基並撤去律法之牆，兩下在同一個立場
上事奉神。
（七會所 李榮耀弟兄）

第四版

一、請爲 8/22~8/29 全臺同工到韓國移地訓練及訪問
召會代禱。
二、請爲 9/3~9/5 大學期初特會，9/6~9/21 各大學校
園福音節期得人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