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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利未記結晶讀經（二） 

爲着神的滿足和彰顯取用基督作燔祭 

篇信息開頭『取用基督作燔祭』，意思是我們

不是燔祭，我們不是獻上自己，也不是獻上

我們自己的經歷，乃是獻上基督作燔祭。這個燔祭

不僅叫神得着滿足，更產生出神的彰顯。我們需要

記住這件事：我們享受基督作燔祭的結果，乃是神

的滿足和彰顯。本篇綱要是燔祭完滿的描繪，綱要

的結構可分作三部分：第壹大點是描述基督自己

作爲燔祭的實際，告訴我們基督作爲燔祭的所是。

第貳至肆大點說到我們經歷基督作燔祭。最後三

個大點則說到彰顯，就是我們有分於基督作燔祭

的結果。 

那作神食物，完全爲着神滿足的燔祭（利一 1

～17，六 8～13），表徵基督是神的喜悅和滿足，

祂在地上的生活絕對爲着神。基督作爲燔祭，被牽

去宰殺（賽五三 7）—沒有任何的抗拒、被宰殺（利

一 5上）—被釘了十字架、被『剝皮』—脫去祂人

性美德的外表（利一 6 上）、被切成塊子（利一 6

下）—祂沒有保持自己的完整甘願被切成塊子。而

被宰燔祭牲的各部分均有其表徵，頭（利一 8）表

徵基督在智慧上的經歷、脂油（利一 8～9）表徵

基督在祂爲神所喜悅上的經歷、內臟（利一 9）表

徵基督在祂內裏的各部分（心腸）上的經歷、腿（利

一 9）表徵基督在祂行事爲人上的經歷，並且洗燔

祭牲的腿和內臟（利一 9、13上）表徵基督在蒙聖

靈保守免於玷污上的經歷。 

我們越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就越看見我

們是有罪的；然後，我們就比已往更深的以祂作我

們的贖罪祭（利六 25），這使我們更多的享受祂作

燔祭（十六 3、5）。並藉着按手在作我們燔祭的基

督身上，我們就與祂聯結，祂與我們就成爲一（利

一 4）。在這樣的聯結裏，我們一切的輭弱、缺陷

和過失，都由祂擔負，祂一切的美德都成爲我們

的。並藉着這樣的聯結，基督與我們成爲一並活在

我們裏面，在我們裏面重複祂在地上所過的生活，

就是燔祭的生活。 

我們需要天天取用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利一 2

～4，六 12～13），使我們可以在基督作燔祭的經

歷上經歷祂，並不是在外面模倣祂，乃是在日常生

活中活祂。我們如何在基督的經歷中經歷基督作

燔祭？我們需要與祂有真實、生機的聯結。我們需

要在基督被牽去宰殺、被宰殺、被剝皮並被切成塊

子的事上經歷祂，我們也需要在基督的智慧、爲神

所喜悅、內裏的各部分（心腸）、行事爲人並蒙聖

靈保守免於玷污的事上經歷祂。 

我們越取用基督作我們的燔祭，祂優美的外

在彰顯就越歸給我們，使祂得着顯大（利七 8，腓

一 20），我們也越享受基督作遮蓋、保護並保守我

們的覆罩能力。我們需要以基督作燔祭敬拜父，使

神得滿足（利一 3、9下）。神要我們以基督作祭物

的實際來敬拜祂；祭物乃是爲討神喜悅並使祂快

樂。神餓了，祂需要食物，祭物乃是神的食物。燔

祭是爲着神的滿足，成就祂的願望。 

我們正在被消減成灰，好成爲新耶路撒冷，作

神的彰顯（利一 16，六 10～11）。世人看見我們的

是灰，就以為我們枉費了一生；但我們知道所作的

就是被焚燒成灰，至終成為新耶路撒冷。燔祭指明

我們有心在今世絕對爲神而活（羅十二 1～2），所

以我們不要模倣這世代，不要被這世代玷污，要渴

望被變化。基督的死把我們帶到盡頭，使我們被消

減成灰蒙神悅納；並帶進復活，把我們帶進三一神

的變化裏。建造新耶路撒冷的寶貴材料來自灰的

變化（啓二一 18～21）。事實上，我們作燔祭的結

果乃是要完成神新約經綸的終極目標，就是新耶

路撒冷。                     （林啓天弟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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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九會所傳福音蒙恩報導 

說：『因爲凡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

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太七 8）已

過一年，九會所每個月都有一次福音收割聚會，卻

只有少數人盡功用。如何讓弟兄姊妹在福音聚會

中，人人盡上生機的功用，沒有一個人是閒站的，

成了我們努力的方向。 

在一次交通中，弟兄們說到福音聚會常是準

時開始，但福音朋友因着遲到，可能沒有唱到詩歌

或聽到見證，甚至福音信息僅聽到片段的，因而失

去信而受浸的機會，這是我們的虧欠。若是可以將

福音聚會分成詩歌歡唱、生命見證、福音信息及信

而受浸四站福音棚，讓福音朋友以跑站的方式實

際參與，甚至直接問答，就等於享受了整場的福音

聚會。大約二十五分鐘就能走完福音棚的四站。 

因此九會所在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舉辦了第

一次的福音棚，請大學弟兄姊妹彈吉他帶詩歌，讓

福音朋友感受到溫暖氣氛。中北小區安排六位弟

兄姊妹作見證，普仁小區配搭傳講『人生的奧祕』

第一、二把鑰匙，太子小區配搭第三、四把鑰匙以

及受浸的意義。

這樣的調整，使

二十至三十位

的弟兄姊妹能

以盡功用，而不

只是坐在臺下

陪伴。結果當天

有十一位福音

朋友參加，有九位信而受浸；其中一位因着趕時間

先離開，但隔週週四下午也受浸歸入主名。 

回首二○一七年，九會所在福音行動上經歷

基督作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在凱旋的行

列中帥領我們，共得了五十個果子，其中青職有五

位，大學生有三十二位，青少年有七位，壯年有六

位，因着聖徒們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起努力，主就

把平安的果子賜給我們。弟兄姊妹都需要爲着福

音，普徧的、喜樂的盡生機的功用，並在和諧的配

搭中，使更多的罪人成爲神的兒女。 

（九會所 黃俊哲弟兄） 

 

南區二、五、十四會所年終感恩聚會報導 

會所訂於一月七日舉行年終感恩聚會，聚

會地點在會所鄰近的餐廳。聚會開頭歡唱

詩歌，把衆人帶到喜樂的靈裏；接着是召會生活的

投影片和各專項的展覽，重溫二會所已過一年的

召會生活。最後衆人一同宣告二○一八年的新展

望：晨晨復興—建立晨興的生活；日日得勝—建立

讀經的生活；週週訪人—傳揚福音牧養人；主日申

言—建造基督的身體。本次感恩聚會的蒙恩有：

（一）在身體的交通中尊重肢體的感覺，共同尋求

聚會地點及時間，決定以感恩愛筵的方式舉行。

（二）利用事前的週二

禱告聚會，主答應我們

的禱告，席開二十五桌

並整場滿座。（三）憑

着信心由弟兄姊妹自

由奉獻，經歷主加給我

們的綽綽有餘。（四）

聚會內容精彩豐富，有

年長、兒童、青少年、

大學生、手語聖徒的各

項展覽，以及社區聖徒

見證。（五）詩歌展覽，二會所聖徒週週來在一起

練唱詩歌，享受詩歌，藉此機會唱出從主所得的豐

富，使衆人得着供應，也讓福音朋友們受感動。 

五會所年終

感恩聚會，共分

兩個階段進行。

首先於十二月中

旬，有成功二區、

復華區、興仁區

及成功一區的小

區年終感恩聚會。接着於一月七日有五會所的集

中感恩聚會，共有六十多位福音朋友、家人及弟兄

姊妹參加。藉着詩歌，一家一家的見證，以及兒童、

青少年、大學生、青職、年長聖徒的展覽，使我們

飽嘗神家的豐富，也讓回家的弟兄姊妹心得安慰

與鼓勵。特別是青少年與大學生的見證，看見他們

藉着服事者與屬靈家庭的照顧陪伴下，每一年都

生命長大並長進。去年的元智校園福音開展及高

城社區福音開展，共得到二十九位青年果子，弟兄

姊妹無論是在小排飯食愛筵或福音行動，都在喜

樂的靈裏一同配搭，齊心爲福音効力。 

主 

二 

聖徒傳講人生的奧祕 

兒童展覽與手語聖徒展覽 

五會所聖徒見證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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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十四會所於十二月三十日在南勢會場舉辦年

終感恩聚會，傍晚五點半，聖徒和福音朋友已擠滿

會場，享用各家精心豫備的菜餚。用餐後，衆人歡

唱詩歌『我們都是神家人』。接着播放年度蒙恩回

顧影片，回首已過一年召會生活中精彩難忘的片

段。之後有各年齡層的展覽，藉着詩歌、分享見證，

看見衆人在身體中受到周全柔細的牧養和成全，

使真理追求、生命經歷及事奉上有許多進步。再由

五個小區依序展覽今年的蒙恩。去年全召會推動

生命讀經的追求，許多聖徒操練竭力跟上每週進

度，也在各小排形成追求的風氣；並操練按着進度

背經，在每季一

次的默經測驗

中，十四會所聖

徒都有好的成

績，主的話更扎

實的構成在我們

裏面。週週堅定

持續有小區福音行動，主將許多果子加給我們；幼

幼排、兒童排也持續有新人加入。因着當天年終感

恩聚會，有二十多位福音朋友參與，最後弟兄們分

享約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就

是變死亡爲生命，以主自己作爲令人喜悅的酒，滿

足我們的虛空，鼓勵福音朋友接受主作生命。 

展望新的一年，二會所盼望有新的起頭，新的

復興。五會所期盼在元智校園得着更多青年學生；

社區福音也藉着兒童排及幼幼排的配搭經營下，

爲兒童撒生命的種子，並得着兒童的父母，使青職

的家成爲福音的站口並召會的中幹。九會所弟兄

姊妹們願意更新奉獻給基督與召會，建立每日對

主的享受，每週與身體同聚集，並持續盡福音祭司

的職分。而十四會所在今年的第一天清晨，有七十

位聖徒相約前往石門水庫晨興、禱告，將自己更新

奉獻給主。願主在新的一年繼續帶領我們往前！ 

（二會所 游約翰弟兄、趙俊倫弟兄； 

五會所 林於演弟兄；十四會所 林郁蘅弟兄） 

 

南區年終感恩聚會蒙恩見證 

謝主，在期初特會曾向主宣告天天讀經禱告

的生活，當時從不覺得這有甚麼難的。然而

大三的服事以及對自身課業的要求，常喘不過氣

來，那些屬靈的操練卻是沒有能力搆上。在環境

中，不得不轉向主，逼着自己與神的聯結更多，關

係更深。主知道我個性剛硬，總不願意倚靠祂，當

我想憑自己天然的能力作點甚麼，神就興起環境

使我經歷失敗。禱告中，主給我詩歌三一九首，看

見我毫無能力，跌倒由不得我，站住也由不得我，

但是只要我倚靠主，我的輭弱就成了祝福。 

每一次流淚禱告，向主再有更新所許的願時，

纔經歷到向主許願是困難的，是矛盾的。在這樣矛

盾的光景中，神一點一點的將祂自己作到我裏面。

當我輭弱，回頭看看自己甚麼都不行，纔能經歷憑

信往前，經歷在基督裏，以基督豐富的自己作成我

最大的供應。          （五會所 沈秉柔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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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月三十日退休後，能和姊妹一起參加聖

徒成全聚會，並追求書報信息，幫助我們愛

主、呼求主名、禱讀主話，在禱告中享受基督是話

又是靈。從去年年初，姊妹便與屬靈同伴約定，每

週四下午在我們家中一起追求生命讀經；七月之

後，我也加入追求的行列。 

我們在生命讀經的追求中，一起禱讀主的話

而得餧養，藉着豐富的信息得着真理和異象的開

啓；由彼此問、互相答，知道如何經歷並應用這些

信息。最後，更藉着信息化成我們的禱告，享受這

位包羅萬有的基督。    （九會所 郭家全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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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知怎麼傳福音，怕講錯而不敢開口，最

多發發福音單張說：『主耶穌愛你哦！』在

期初特會，我學到如何傳福音，便跟主禱告說：『主

阿，請你讓我有一個機會傳福音，把你傳出去。』 

  主奇妙的安排，有一位跟我搭同校車的女生，

裏面有負擔向她開口。剛開始很猶豫，但想起弟兄

說，傳福音就是要厚臉皮！操練鼓起勇氣跟她講

聖經的話，發現她很敞開，就說：『我會幫你禱告。』

她開心的道謝讓我信心大增。隔天邀約校園排聚

會，她也答應了，但我卻鬆懈下來。她因着要打工，

不一定能來小排，我纔想起竟沒有幫她禱告。感謝

主，她來小排聚會了，藉此我認識禱告的重要。之

後與服事者多次禱告交通，也與媽媽每天爲她禱

告，這位同學在青少年福音聚會中受浸得救了。 

  感謝主，讓我有了傳福音的經歷，也需要繼續

向主禱告；求主爲她開路，過着穩定的召會生活並

來參加主日聚會。也願主加強我的靈，使我生命長

進，不僅傳福音得人，並有能力來牧養人。 

（十四會所 鄭家名姊妹） 

感 

前 

從 

聖徒宣告今年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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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信，就得着！ 

謝主，讓我從小就認識天上的父。在還是孩

童時，就開始認識神的事。母親常對我說，

你們兄弟是神賜與的，由於幾次懷孕流產，父親心

灰意冷，興起領養孩子的念頭。母親對父親說：『這

件大事，我需要去尋求主。』在不斷禱告中，母親

靈裏領受神的應許，之後我們兄弟就相繼出生了。 

從小到大，藉着弟兄姊妹的述說而客觀的認

識我們的主，在自己生活四周形形色色的人當中，

看見弟兄姊妹比起其他的人是何等的喜樂。我渴

慕對主有主觀的經歷，但因着我缺乏自信，除非是

很確定的事情或結果，纔放手去作，否則僅僅選擇

迴避或是走在安穩寬敞的路上。 

高中畢業後來到開南大學，一個人離家在外

生活，無依無靠，又常忘東忘西無人題醒，能靠的

只有自己。感謝主，因着在學生中心過着簡單甜美

的召會生活，主在這樣冷漠的世界裏透過弟兄姊

妹給了我溫暖，並時時刻刻的相互關懷。我們一同

服事，爲主盡功用，就像主來服事我們一樣，操練

簡單的擺桌、洗碗、拖地等，雖然忙碌於許多事，

內心卻是喜樂的。而每週兩次的愛筵，弟兄姊妹彼

此交通分享神聖

的話語，使我得

加強，得供應。慢

慢知道，我有一

位靠山，實實在

在的靠山，就是

主耶穌，就是神的話。『信…是未見之事的確證。』

（來十一 1），卽使引到生命的路是狹，門是窄的，

主耶穌也能藉着祂的話來帶領我們。所以當我迷

惘之時，能滿有信心的以主的話作依據、作靠山。 

在母親及弟兄姊妹的牧養之下，決定受浸成

爲神的兒女，但當我進入浸池時，心中仍想着要作

的事、學校裏的事，以及各式各樣的煩惱，如同撒

但緊抓着我。從水裏起來後，看到弟兄姊妹都替我

喜樂，剛剛所想的事似乎都消失了，只聽見有人在

我耳邊細語說道：『歡迎回家！』 

得救後主給我機會，能在聚會中向同學傳講

福音信息，經歷主加給我信心，突破原本的個性而

將福音傳給在校學生們。謝謝主一次一次的拯救，

使我受操練得成全。  （十一會所 宋承儒弟兄） 

書報導讀

結常存果子的訓練與實行（第十五至十六篇） 

信息內容 

第十五篇說到改制實行的

研討，第十六篇是論到人人功

用，區區同推動。 

真理要點 

一、我們回到聖經，不是僅

僅因爲工作無法往前，想要另

找出路，乃是因爲我們要走恢復的路。召會歷史

中，幾乎沒有另一班人實行林前十四章二十六節。

雖然在神沒有難成的事，祂仍必須在地上找着人

與祂配合。 

二、在召會生活中，最關鍵的就是排聚會。排

聚會是最要命的。排聚會不好，區聚會一定不好；

區聚會不好，整個召會就會遲鈍，甚至垮臺。所以，

排聚會乃是召會生活的命脈。 

實行要點 

一、我們應該每天早晨一起來就和主接觸，享

受、消化主的話；整天活在靈中，照着靈而行，靈

裏火熱，爲主說話；天天說，到處說，在家裏也說，

到學校去也說，在辦公室也說。到了晚上，大家就

到聚會裏說，在家中聚會說，在鄰居的排聚會說，

或是到社區聚會裏說，我們就是要說！我們若是

操練得好，話中又有啓示，又有教訓，又有勸勉，

又有鼓勵，也有安慰，結果就使召會得建造。 

二、所以我們的生活與聚會密切相聯，聚會是

我們日常生活的展覽。我們需要天天親近主，活在

靈中，並在主的話中享受主。這樣，我們靈裏就活，

就能在聚會中說話。我們一說話，主的靈就呼出來

了，這樣就能供應別人。同時，人一呼氣，就會吸

氣，不會只呼出而沒有吸入。所以我們說話不只幫

助別人，自己也會大得幫助。 

（六會所 張忠永弟兄） 

感 

一、請爲二○一八年國際華語特會（2/16~18）代禱。 

二、請爲 1/2~2/4全時間青年學員來配搭西濱（富岡、

草漯、新屋）及東門（一會所與四會所）開展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