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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利未記結晶讀經（八） 

爲着神的定旨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 

罪祭表徵基督作我們的供物，解決在我們墮

落天性中的罪（林後五 21）。而贖愆祭表徵

基督作我們的供物，解決在我們行爲上諸罪的難

處（彼前二 24）。前者是天性中的罪，所以是單數；

後者是行爲上的諸罪，所以是複數。我們若能兩面

都對付，我們的天空就一直是晴朗，我們的心靈就

一直是透亮的。正如箴言二八章十三節所說：『遮

掩自己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

憐憫。』 

  我們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時，需要徹底

承認我們一切的短處、輭弱、錯誤、罪惡，好對神

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徒二四 16）。因着神知道我

們罪行的記錄，我們最好藉着認罪求祂除去那記

錄（約壹一 7，9）。這樣徹底並細緻的認罪之後，

我們就在素質上和經綸上被那靈充滿，使我們有

活力，並在神裏面放膽講說神的福音。 

  贖愆祭，至終又是贖罪祭，表徵基督爲我們的

罪救贖我們，解決了罪的兩面問題─在我們裏面

性情上的罪，以及在我們外面行爲上的罪。在利未

記五章七節，記載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一隻作贖

罪祭，一隻作燔祭，就形成贖愆祭，這表徵每個過

犯的源頭，都是我們肉體中的罪。而過犯的原因，

乃是我們沒有絕對爲神而活。 

  利未記五章說到四個需要贖愆祭的特別項

目，爲叫神的子民能過聖別、潔淨、喜樂的生活，

好與三一神合併，使祂得榮耀。第一項是五章一節

所指出：不把我們所知道的實情見證出來，就是不

誠實、不忠信，不像我們的神那樣信實、誠實；這

實際上是對付說謊；而說謊與謊言之父撒但有關。 

  第二項在利未記五章二節指出：摸了屬靈死

亡的不潔，在神眼中是最嚴重的事。因此，我們若

想要過從死亡分別出來的聖別生活，就需要謹慎

我們與人的接觸。這節所說動物的屍體，指在召會

生活裏，三種不同的屬靈死亡，可能在神子民中間

散佈：獸表徵野蠻的死亡，牲畜表徵溫和的死亡，

爬物表徵狡猾的死亡。不論是那一種死亡，都是不

潔、污穢、且玷污人的；在神眼中，死是祂最憎恨

的事，比罪更玷污人。因此，我們需要作拿細耳人，

從死亡分別出來，並且滿了生命，對抗死亡。 

  第三項在利未記五章三節指出：人的不潔，表

徵一切從天然人和天然生命漏洩出來的，不論好

壞，都是不潔的。第四項，在神面前冒失的說話，

草率、輕忽、鹵莽的表達我們的意見（利五 4）。

這指明我們不爲神而活，也不敬畏神，因此，就有

了罪！ 

  利未記五章十一節的細麵，表徵耶穌的人性，

用來作贖罪祭，指明我們犯罪，是因爲我們缺少耶

穌的人性。這說出我們犯罪，不僅是因爲我們性情

裏有罪，也不僅是因爲我們沒有絕對爲着神，更是

因爲我們沒有耶穌的人性。耶穌在祂的人性裏，沒

有罪在祂裏面，並且祂是絕對爲着神。 

  利未記五章十五至十六節指出，償還並另外

加五分之一，表徵獻贖愆祭的人，應當按照神聖的

尺度、標準、量度，在財物上是義的。最後，從馬

太福音一章六節：『大衛從作過烏利亞妻子的生所

羅門。』看見，大衛的過犯和悔改與神的赦免結合，

結果產生所羅門（平安）這建造神殿者。就能認識，

召會總是藉着所羅門這樣的人建造的，他是人的

過犯和悔改，加上神的赦免所產生的。當我們經歷

我們的過犯和悔改與神的赦免結合，我們在召會

的建造上就會非常有用，願以此共勉！ 

（林天德弟兄） 

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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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五會所介壽區小排生活蒙恩報導 

去年十二月以來，一連串行動令人應接不

暇，聖徒們雖然忙碌，在週間的小排，個個

對主話的享受卻越過越甜美。大家能在各樣的事

務中分別出來，人人都豫備分享，各人或有詩歌，

或有見證，或有啓示，或有經歷，每當享受各人的

發表時，常常忘了時間。 

本會所介壽區小排，穩定聚集的人數約有十

至十五人。目前進入馬太福音的讀經追求，這是一

卷論到國度的福音，雖然其中有許多公義的話，大

家卻用各樣的智慧，將這些話當作食物喫了。因着

有享受，大家總是巴不得來，捨不得走，每次離去

總有一些話留存在各人心裏。 

有些聖徒因工作緣故，不克參加小排，姊妹就

常使用週一晚上的出外訪人時間，有時以活力排

的原則，找配搭去聖徒家中作家聚會；有時則邀約

工作時間

晨昏顛倒

的聖徒，以

及平常接

觸的福音

朋友到家

中一同用

餐，餐後有些屬靈的交通與人性的顧惜，我們珍惜

每週這樣的一段時光。不僅牧養區裏多數的聖徒，

也顧到久不聚會的或剛得救的新人。 

活力排的實行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真正

實行上，我們常常覺得我們是新生。願主祝福祂的

召會，在神命定之路上，一直有新鮮的供應，使弟

兄姊妹們同被建造，成爲一個新人。 

（十五會所 楊儒揆弟兄） 

 

十九會所及二十會所開展報導 

年一月二日至二月四日，有一把火從臺北燒

到桃園，乃是因着全時間訓練中心每年的鄉

鎮開展，使桃園再有繁殖擴增之福。 

  在東門區域的開展，有會稽區與龜山區，這隊

有兩位弟兄、五位姊妹前來，與聖徒們一同開展。

在五週裏，總叩門五千零二十戶，應門的有二千二

百四十二戶，傳講五百三十五戶，能再回訪的有二

百四十六戶，聖徒前來配搭人次有八百人次（不含

飯食服事聖徒）。開展期間共受浸了六十位新人，

並且成立了桃園市召會十九會所。 

在一個多月的開展裏，每一位學員都有一分

美地，再由兩到三位的聖徒與學員配搭出去，過程

中彼此常有甜美的交通。初期叩門，鄰居大多是不

敞開的，認爲宗教只是勸人爲善，但藉着禱告、禁

食、守望禱告的實行，聖靈就在那地作工，使主有

路出去。不只是在門口向人傳講，也能進入人的家

裏爲人施浸，使主的福音能傳徧這地。 

特別到了第三週的龜山區開展，經歷除了規

劃、統計

和禱告，

更需要

神的祝

福。看見

那地居

民被仇

敵所綑綁，學員們實在過不去，彼此有交通，決定

犧牲睡眠，寒天中提早起床，共同守望禱告，得着

從主來的扶持與加強。果真，主的祝福就傾倒下

來，有人陸續得救，單單這週共受浸了二十位。開

展後期，家聚會需求變多，學員與聖徒經常需要送

會到家，一對一的餧養就打下好的屬靈根基。此外

聖徒與學員到鄰舍店裏開兒童排，學員接觸孩子，

聖徒接觸家長。我們需要實行職事所託付我們的，

挨家挨戶不住的施教，傳耶穌是基督爲福音。 

  在西濱區域的開展，有富岡區、觀音區和新屋

區，這隊有兩位弟兄五位姊妹學員前來，與聖徒們

一同開展。在五週裏，我們總共向一千九百九十六

戶的居民傳講福音，有一千八百七十一戶應門，聽

見福音有一千二百二十五位，呼求主名並禱告有

五百六十三位，留下福音朋友名單有四百零三位，

持續回訪四百一十四人次。聖徒前來配搭有四百

五十位。本次開展，富岡區受浸七位，觀音區二十

一位，新屋區二十一位，共計四十九位得救，並且

成立了桃園市召會二十會所。 

第一週在富岡區開展，弟兄們與學員交通，盼

望藉着幼幼排得着關鍵的家。當地居民多爲客家

人，普徧講說客家話；此外當地滿了偶像，幾乎沒

有聽過福音，然而主加給我們會說客語的弟兄姊

妹，打開在地福音的門。儘管第一週外面下着大

雨，仍有十五位福音朋友受邀前來，並於當晚有七

從 

今 

十九會所的新人相調合照 

週一出外訪人時間的家中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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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位得救。後續我們還約到一位幼幼排的家長，盼望

他們家能在富岡區成爲穩定被牧養的家。 

接着二、三週來到觀音區開展，我們照着聖經

的實行，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在殿裏，存着

歡躍單純的心用飯，歡迎當地在職青年下班後與

我們過團體的召會生活。主不僅將得救的人天天

和我們加在一起，也祝福我們在當週的主日聚會

恢復了一位弟兄，並邀到一個敞開的家，全家四口

同來主日聚集。 

末了兩週在新屋區開展，見證不是憑我們的

努力，完全在於主的憐憫。有了聖徒的配搭，福音

的火焚燒整個新屋市區；因着這裏將近二十年未

曾一戶一戶被叩門，當地民衆不僅對福音陌生，甚

至有人還

沒有接觸

過福音。主

仍爲我們

豫備了平

安之子，並

調度一切，

使福音朋

友或初蒙恩的新人能與我們相聚。求主記念每位

新人和敞開的福音朋友，皆得着合適的照顧與牧

養，成爲常存的果子，作爲主在桃園西濱的見證。 

（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十一會所 賴正倫弟兄、 

二十會所 徐釩予弟兄、學員 高啓瀚弟兄） 

 

十九會所及二十會所開展蒙恩見證 

得在最後一週的開展，因爲已陸續帶了不

少人得救，末了一場福音聚會結束，還有半

小時的開展時間，我跟主禱告：『主阿，感謝你，

得救的人數也不少，對你的經歷也有了，我覺得滿

意了，可以休息了。』但主向我說話，我們奉獻作

祭的意義，就是把自己獻給神，當作神所悅納的食

物，使神得着滿足。原來我一直爲着自己的目標與

滿足；但真正使神滿足的，不是人數，乃是我們的

奉獻。當晚，再將自己奉獻給主，越奉獻就越經歷

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復活的基督在我裏面，使我不

再爲自己的需求，乃是爲着神的滿足。這樣的活，

勝過身心的疲倦，繼續開展到最後一刻，忠信回訪

未能來福音聚會的朋友們。結果有一位福音朋友

隔天來到了主日聚會，並在會後受浸得救。感謝

主，乃是復活的基督在我裏面生活，不爲着我的滿

足，單單爲着神的滿足！（學員 連彥能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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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最深刻的是，在第四週有連續四天沒有帶

人得救，開展前的禱告也沒有膏油，覺得又

焦急、又枯乾。此時，隊長帶領我們有長時間的禱

告，並交通一些禱告的方向。在禱告中，我把我的

輭弱、我的保留、我的擔心、我的辦法…都一一向

主敞開，更新奉獻給主。主以詩歌三五一首的副歌

再次加強我：『因你名，寶貴的名，因你爲我捨命，

靠恩，無論如何艱難，我要求你喜歡。』我的光景

如何都沒關係，只需要按手在主身上，憑靠主的

名，因只有主是絕對爲着神的那一位。接着祭壇的

火焚燒，炭火彼此堆加，越燒越旺，不僅在我們裏

面，也在弟兄姊妹裏面發旺！每一位學員經歷主

作我們的燔祭後，主作了奇妙的事，當週福音聚會

邀來的朋友們全數受浸得救，讓神得滿足。 

（學員 常幼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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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起頭，心中所構想的開展如同超時工作

一般，從早到晚都在外傳福音、叩門訪人。

但這五週中並非如此，事實上我們乃是到西濱這

地過傳福音的生活。記得在觀音時，好幾次福音朋

友都是在我們約來用餐時得救的。看見在那裏有

人豫備飯食，有人在路上邀約，有人陪談、作見證，

就像約翰福音十二章所描繪的筵宴之家一樣，有

馬大、拉撒路和馬利亞各盡功用。願主繼續祝福西

濱這地，使祂的召會在衆民眼前蒙恩。 

（學員 黃柏翔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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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十一章說：『但神的回話是怎麼對他說

的？是說，「我爲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

巴力屈膝的。」在現今的時候，也是這樣，照着恩

典的揀選，還有剩下的餘數。』在開展時，發現這

地傳統祭祀觀念，根深蒂固，居民多爲年長，人心

並不敞開。爲了應付這個的情形，一度覺得受壓甚

重，落入事工的感覺裏。在一次團體禱告中，我們

向主禱告，不是要勝過這樣的情形，而是求主加深

我們對祂的愛，使我們能在愛裏與祂同工。我們也

相信，神在這地有祂所揀選的人，我們只需與主配

合，忠信的去，將這些人尋找出來。當我們在這感

覺中開展時，主就將人天天加給我們，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這一位一位的新人，都是神恩典的揀選！ 

（學員 李雅娜姊妹）

記 

印 

在 

羅 

二十會所聖徒與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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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回歸主自己 

小生長在一個傳統拜拜的家庭，父親曾是一

貫道的信徒，喫素念佛四十多年，現任佛光

山臺北某分會的副會長，常常參加各種法會及齋

戒活動。母親迷信於拜拜和算命，常到廟裏找乩童

求神問事。在我成長的過程，因耳濡目染，也跟着

父母如此行。 

結婚後，我的妻子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而我

認爲宗教信仰是個人自由，並不反對她的信仰。這

二十多年來，常有弟兄姊妹來家中聚會、小排，跟

我傳福音，雖不排斥，但總以『時候未到』爲由推

辭。當弟兄姊妹再來，則躲在廚房切水果，或藉機

外出運動而開溜，故作了二十多年的福音朋友。每

當受邀參加福音聚會或主日聚會，常被請起來介

紹，大家也爲我唱了不下數十次的歡迎歌。 

這些年來，隨着年齡增長，家族長輩漸漸凋

零，在參加親友的法事和喪禮後，心中常無法平

安。相反的，有時陪着姊妹參加召會裏弟兄姊妹的

安息聚會後，心中卻是格外平安。不禁使我開始思

想並追求一個能帶給我平安、能讓我倚靠的信仰。

去年底，陪伴姊妹參加年

終聚會。想起十多年前，

姊妹曾問我要不要受浸，

當時敷衍了事回答說：

『十年之後，我就會受

浸。』一轉眼，十年過去了，如今來到實現承諾的

時候。加上林弟兄夫婦的鼓勵和衆人的祝福，我就

在半推半就下，受浸得救了。從水中起身的那刻，

看見姊妹流下欣喜的眼淚，雖直至今日，還未能瞭

解受浸的真實意義，但從姊妹的淚中，我知道她已

期待許久，我的受浸，對她意義重大。 

感謝多年來，八會所和十七會所等許多弟兄

姊，以及妻子苦口婆心的向我傳福音，用聖經的話

牧養我，還日以繼夜的爲我代禱。在今年年節返

鄉，父母竟未向我提及祭拜之事，真是奇妙！感謝

主，揀選我這個平凡微小的人，願在往後的日子

裏，更多看見並享受屬天的豐盛，爲主作見證。也

希望父母能和我一樣，早日得救。 

（十七會所 張智勇弟兄） 

書報導讀

新約的職事與使徒的職分（第七至八篇） 

信息主題 

第七篇是『結長存果子的

祕訣』，第八篇『藉着家聚會與

排聚會使果子常存』。 

信息要點 

一、結果子的路，要『前

去』。結果子常存的路，是有家

聚會。結常存果子的祕訣（約十五 16~17)，第一

是我們聯於三一神，第二是我們在主的名裏，第三

是我們要彼此相愛。『向父求』乃是我們和父交通

相聯，而『在我的名裏』就必須與祂是一，這使我

們和神沒有間隔，也和衆弟兄姊妹的關係沒有間

隔。 

二、主給得救的人有一個使命，乃是分派我們

去作兩件事，第一是前去結果子，第二還要叫果子

常存。這結果子最有力的路，就是我們去傳福音給

不歡迎、不認識我們的人，去叩門訪問找出平安之

子（路十 6）。要使得救的人常存，最好的方法就

是去他家聚會並餧養他。 

 

實行要點 

一、在召會生活中要盡量避免意見。『只要…

你們在一個靈裏站立得住，同魂與福音的信仰一

齊努力。』（腓一 27）而且，我們在召會中要提防

並嚴格拒絕異端、分裂、拜偶像、淫亂這四件事。 

二、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靈要活，並要操練說

神的話。來聚會就是要摸神的事，靈出來的路就是

我們的口。弟兄姊妹爲主說話，在家裏就可以天天

操練禱告對神說話，有時兩三個人可用詩章、頌

辭、靈歌，彼此操練對說。 

三、關於基督徒聚會的原則，聖經啓示是在林

前十四章二十六節：『各人或有詩歌，或有教訓，

或有啓示…。』藉着操練禱讀，靈是活的，話是豐

富的，再加上愛主的經歷，說出來一定叫人得幫

助，並且那個同心一致的味道更是甜美。 

（七會所 李榮耀弟兄） 

從 

一、請爲今年全臺青年得一萬，及在愛中牧養神的

羣羊代禱。 

二、請爲 3/14 至 6/13 聖徒成全聚會代禱，並鼓勵

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