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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利未記結晶讀經（十五） 

希伯來書作爲利未記的解釋 

未記是一卷豫表的書，有對基督最細緻、最

詳盡的豫表。因爲基督奇妙且包羅，單憑明

言不足以啓示祂，所以還需要藉着豫表；豫表實際

上就是一幅幅的圖畫，啓示祂自己。利未記旣是一

卷豫表的書，就需要加以解釋；使徒保羅在希伯來

書裏解釋利未記（來一 1～3）。我們要對利未記有

正確的領會，就需要看見利未記與希伯來書之間

的關聯。在希伯來書裏，我們看見利未記一至七章

裏供物之豫表的實際。 

利未記的中心思想乃是：宇宙般包羅萬有並

無窮無盡的基督，對神並對祂的子民乃是一切。希

伯來書作爲利未記的解釋，啓示基督奇妙、奧祕、

包羅萬有的人位。我們要有包羅萬有之基督的啓

示，就需要來看希伯來書裏所啓示之基督的各方

面。而子基督是希伯來書的中心和重點。 

在新約，神是在子裏，就是在子的人位裏說

話；子就是神自己，是彰顯出來的神。希伯來書的

精髓乃是神在子裏的說話。父神是隱藏的，子神是

顯出的；子作爲神的話和神的說話，已經將神表明

出來，使神得着完滿的彰顯、說明和解釋。在神格

裏，子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榮耀是

外在的彰顯，本質是內在的素質。子是神榮耀的光

輝，是神本質的印像，意思是說，子是神臨到我們。 

  在神的創造裏，子是創造者、維持者和承受

者。子廢除了魔鬼；及至時候滿足，子就爲童女所

生，來成爲肉體，好藉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廢除魔

鬼。基督是我們進入榮耀之完滿救恩的創始者，元

帥。基督是使徒和神家的建設者，祂是我們的使

徒，就是受差遣，從神並同着神到我們這裏，與我

們分享神，使我們有分於祂神聖的生命和性情。基

督在祂的人性裏是神建築的材料，在祂的神性裏

是建設者。 

  基督是憐憫、忠信、尊大的大祭司；因爲祂是

神的兒子，具有神性，也是人的兒子，具有人性；

祂是憐憫的，與祂是人相合；祂是忠信的，與祂是

神相合。在祂的人位、工作和所達到的事上是尊大

的；祂經過了諸天，並且能同情我們的輭弱。基督

是已進入幔內的先鋒；主耶穌所進入的諸天，就是

今日幔內的至聖所。祂作先鋒，領先經過風暴的

海，進入屬天的避風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爲我

們作了大祭司。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保證。希伯來七

章二十二節的『保證』一辭，意指基督將自己質押

給新約，並給我們衆人。祂是保證人，擔保祂要作

成所需的一切，使新約得以成就。基督是能拯救我

們到底的大祭司，爲我們代求，承擔我們的案件，

使我們可以蒙拯救，並完全被帶進神永遠的定旨。 

基督是諸天裏的執事，是真帳幕的執事，把天

供應到我們裏面，使我們有屬天的生命和能力，在

地上過屬天的生活，正如祂從前在地上一樣。凡基

督這屬天的執事所執行的，祂作爲那靈都應用到

我們身上；凡祂所供應的，都傳輸到我們靈裏。基

督是進入諸天之上的至聖所並得到永遠救贖的一

位；基督的救贖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乃是等到

祂進入天上的至聖所，就是將祂贖罪的血帶去獻

在神面前，祂纔從神得到有永遠功效的救贖。基督

是那又新又活之路的開創者，開路使我們得以藉

着祂的血，從幔子（就是祂的肉體）經過，進入至

聖所。藉着基督這更美的祭物，我們得以坦然進入

至聖所。 

在利未記裏所豫表，並在希伯來書裏所啓示

之奇妙、包羅萬有的基督，是我們永遠的分。希伯

來書所啓示基督的各方面是無窮無盡的，這樣一

位奇妙、包羅萬有的基督是我們永遠的分，給我們

享受。                       （翁景忠弟兄）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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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北區暑期兒童品格園地報導 

區於七月第一週有四個會所舉辦兒童園地，

分別是一會所、十二會所、十三會所、十五

會所，主題以『真、準、緊』爲範圍。藉由身體的

幫助，四、十四會所品格園總管前來分享蒙恩，感

謝主給了我們許多的榜樣。各會所經過多次交通，

弟兄姊妹領受負擔，非常喜樂且認真的配搭。 

一會所邀約六十三位孩童，其中三十三位是

福音朋友，配搭聖徒有八十至九十位。各環節服事

配搭的弟兄姊

妹用心負責；組

長及隊輔們，愛

心加上耐心，全

程陪伴孩子們，

實在令人敬佩。

當天參與的兒

童喜樂滿懷，回到家裏依然跳着唱着詩歌，背誦三

字訣和七字訣；之後邀約兒童排，皆十分願意。家

長們也都給予正面的肯定，對於弟兄姊妹的付出

深受感動。在會所檢討交通時，聖徒一致覺得此次

活動最受益的乃是我們自己。藉由服事配搭，讓基

督更多作到我們裏面，也長到我們裏面。 

  十二會所有三十位兒童報名，四十位以上聖

徒配搭。第一天兒童及家長與服事者彼此的接觸

是第一次的，對服事者來說，很多工作也是第一次

參與。藉由活動，衆人經歷基督的愛，在愛裏沒有

懼怕─從陌生到願意分享；從無法放開父母的手，

到自願闖

關；從不認

識到認識

基督那超

越知識的

愛，都在這

美地裏實

際經歷。服

事的弟兄姊妹恢復對主起初的愛，在一切事上長

到基督裏，爲着產生一個新人。 

  十三

會所有五

十多位孩

子參加。弟

兄姊妹組

成守望禱

告網，爲報

名孩子、爲

配搭同伴禱告。場地受限的問題，也在衆人的禱告

中、在神的保守下一一克服。所有投入的弟兄姊妹

被主成全變化，承認自己被治死在十字架上。服事

團裏有許多是全家一起來配搭，他們在不同的位

置上盡功用。配合主題『真』，設計真假食物讓孩

子藉由觸摸、聞味道來分辨，至終孩子們都認識惟

有真實的食物可以供應生命。在親子座談會中，五

位聖徒分享了兒童排、幼幼排的實行及神人生活

的操練蒙恩。從始至終托住整個品格園的流暢進

行，乃是聖徒同心合意守望的禱告，感謝主。 

  十五會所有四十二位兒童參加，其中二十位

是福音兒童及久未聚會聖徒的孩子。品格園地是

以體驗營

的方式進

行。每一個

性格主題，

皆有青職

聖徒及青

少年隊輔

們的相關展覽，並有教師們的引導與討論；之後就

進入點心製作及美勞等體驗活動。在闖關活動設

計五道關卡，使孩子們在團隊中學習與人互動，也

再次加深對主題的印象。最後以親子茶會作爲這

兩天活動的尾聲，有孩子們學習成果的展覽，也邀

約兒童及家長參加社區兒童排，調入召會生活。 

（一會所 歐嘉展弟兄、十二會所 賴軒忠弟兄、 

十三會所 楊文玲姊妹、畢呂岱蓉姊妹、 

十五會所 李文聖弟兄） 

 

南區暑期兒童品格園地報導 

年暑假的兒童品格園地，就是召會大量接觸

並得着福音兒童與家長的機會。今年南區各

會所舉辦的兒童品格園地共有四個梯隊，分別在

二會所、五會所、七會所與十四會所舉辦，兒童人

數多達三百一十人，其中福音兒童有一百四十位，

將近兒童總人數的一半，感謝主！ 

  二會所的蒙恩是聖徒們福音的靈非常熱切，

當初豫估的最大名額有一百二十位，其後一直增

北 

每 

十二會所兒童品格園合照 

十三會所兒童品格園合照 

十五會所兒童品格園合照 

一會所兒童品格園帶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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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加報名人

數達到一

百五十位；

其中竟有

七十四位

福音兒童。

園地結束

後，藉着持

續聯繫與接觸，已有一些福音家長和兒童進到兒

童排中。求主得着這些家，親子同來享受主豐盛的

生命，使召會繁增並年輕化。 

  五會所的蒙恩是第一次在本地的會所舉辦，

使得全會所聖徒同心合意，人人盡功用，全體都事

奉。平常每週兒童召會生活人數有三十位，在這次

的園地中，兒童人數達到五十位。 

  七會所的蒙恩，特別是五天的活動中，每天中

餐的飯食都是師母們親手豫備，約有七十人的分

量，使兒童與服事者不僅外面身子得着飽足，裏面

也被基督的愛充滿。 

  十四會所的蒙恩，今年是連續第三年舉辦，全

會所動起

來，滿了竭

力擺上的

光景，聖徒

們真實經

歷滿有行

動力及衝

擊力的實

際。在配搭過程，聖徒也很享受神在身體裏的供

應。兒童乃是很大的福音憑藉，當我們都起來與主

配合，大量的把福音種子撒在他們心裏，主必有路

得着這些孩子與家長，成爲召會建造的好材料。 

（十會所 鄭廉勳弟兄、五會所 簡楓源弟兄、 

七會所 郭劉廼淑姊妹、十四會所 黃凱彥弟兄） 

 

暑期兒童品格園地蒙恩見證 

天的品格園，不只孩子操練，家長也受操練。

看到孩子的變化令人感動，其實大部分兒童

在課程開始時，大多是羞於表現自己，僅跟自己熟

識的同伴親近。然而一段時間後，發現孩子們彼此

漸漸熟識，大家也知道爲了團隊分數需要一起認

真的唱跳詩歌。最害羞的哥哥也開口向隊員說，我

們應該怎麼跳纔是對的，滿有自信且勇敢。年紀較

長的哥哥姊姊也變得主動，會協助年紀小的幼童

穿鞋、上下樓梯及喫飯，真是不簡單。 

而最令人感動的是召會爲孩子們準備的一

切，包括場地、餐點、勞作、闖關活動、餅乾製作

等，點點滴滴都感動與會者。感謝主的帶領，讓我

們一家能進入操練裏；我們作父母的仍有責任，讓

品格操練在家中繼續實行。（一會所 吳莉棋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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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品格園，是我第一次配搭當隊輔及關主，

心裏有點緊張慌亂，不知如何帶兒童，便與

主有私下的禱告，爲全組兒童題名代禱，求主保守

看顧每一位，並在這兩天的品格園裏，每一堂課，

都能專心聽話。當天學習操練回到靈裏，安靜下

來，聽從組長的教導，試着照顧兒童們。因爲不太

熟練，在服事時有些失控。當時我想着，爲甚麼兒

童這麼有『活力』，有用不完的『體力』，卻沒有爲

此事再與主禱告。回想起自己還是兒童時，也是頑

皮，玩弄陪我的隊輔，當下便能體會那位隊輔的心

情。感謝主，在闖關時，小羊們認真操練準和緊的

性格，並互相幫助。他們真是可愛，很享受他們的

同心合意。            （一會所 孫繹筌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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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第一堂課，我們認識『性格的意義和

組成』，令我深刻的是：『性情是天生的，性

格是養成的』。平時要好好操練，養成真、準、緊

的性格。我最想操練的是準時起床；每天晚上要早

睡，設好鬧鐘，不要賴床。（一會所兒童 簡芯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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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讓我有機會配搭隊輔，學習服事兒童，

使我收穫不少。這次主題是『穩、忍、深』，

雖然大家不太懂，藉着課程幫助我們認識並看見

需要從小扎根，養成良好的性格。印象最深刻的是

作草頭娃娃；可以動手作，發揮創意，使我覺得很

有參與感。而我們這組有個小朋友很調皮，會搶我

們的舉牌，還用舉牌欺負別人；當我們勸導時，她

還會生氣，使我們很頭痛。組長卻題醒我們：我們

要多鼓勵孩子的好行爲，賦予他們任務，來轉化他

們的行爲模式。我們照着組長的方法陪她，後來她

不僅行爲改變，最後還上臺分享。藉着這次配搭，

學到如何帶領、教導兒童，也使我回想起以前參加

品格園，大哥哥、大姊姊們如何幫助我，更讓我體

會服事需要有恆忍的性格。（三會所 游正煒弟兄） 

《接續第五版》 

兩 

這 

第 

感 

二會所兒童品格園合照 

十四會所兒童品格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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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真神耶穌改變我並保守我 

生長在江蘇省江北一個貧困的農村裏。幼年

非常調皮，無惡不作，偷東西、打架，鄰居

見到我十分頭痛，一看見我就說：『這傢伙！』有

天，家父把我打得鼻青臉腫，我便隻身逃出去，渡

江、跑到上海。身上沒有一毛錢，卻有人因看我是

個小孩子而供應我。 

那時大陸很亂，我跟着人乘船，糊里糊塗到了

臺灣，坐工人的車子到了中壢。看見街上有很多人

穿着福音背心，發單張傳福音；我被邀到召會，聽

人講道。後來被主的話感動，信了耶穌，弟兄爲我

施浸，正式成了基督徒，活在召會裏。 

經過三十五年，大陸開放，我先到南京召會，

再回老家。此時父母均已過世。村人見我文質彬

彬，一舉一動都像個有教養的人，完全不是從前的

那個樣貌。大家都驚奇，說是因爲信了耶穌而改變

了我。後來村人陸續也有許多人信了耶穌。 

在這一生中，對主耶穌最深刻的經歷，是在一

九五八年金門八二三砲戰時。那一天共軍砲火瘋

狂轟炸，我和一個老兵及一個新兵在池邊洗澡，砲

彈像雨點瘋狂

落 在 我 們 身

邊。我們三人

無處可躲，我

跪在池邊，抱

住老兵大聲呼

喊：『主耶穌

阿！主耶穌阿！』用盡全身力量，不停止的哭喊着

主耶穌的名。砲彈猛烈如雨點，卻極爲奇妙的不落

在我們身上。 

約一小時後，砲轟停止，我們三人一身泥沙，

不再洗澡趕緊『回洞』。同袍們看見我們平安回來，

希奇問道：『你們怎麼沒有炸死？』我說：『是主耶

穌保守。』其中有位同事又說：『信耶穌是有一點

名堂。』後來，只要我一出洞口，就有些伙伴跟着

來。感謝主，連裏有一百多人，在炮戰期間，未曾

有一位傷亡，更有很多人跟着我信了耶穌。我們的

主確實是又真又活的神，榮耀歸主。阿們。 

（五會所 李子清弟兄） 

書報導讀

喫喝享受神的操練（第三至四篇） 

信息主題 

本書第三至四篇論到藉着

禱告與神調和，與藉着禱告享

受神。 

信息要點 

一、神的心意和喜悅乃是

要與人聯結、調和。藉着喫，人

身外的東西得以進到人裏面，與人調和；照樣，神

也要藉着我們喫祂，而與我們調和。因着神是靈，

所以我們也要用人的靈來接觸祂。今天，神在基督

裏，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所以我們只要藉着禱

告，就能與祂接觸，並接受祂。 

二、禱告並不重在向神求討許多東西，而是因

着魂渴想神，急切要來朝見神。所以，禱告的目標

不是事物，乃是神自己。因此，我們每一次向神禱

告，都必須吸取神自己，也就是要看見神。因爲神

是靈，我們需要在靈裏，纔能接觸神、觀看神。再

者，禱告乃是神在我們裏面禱告，乃是神與人、人

與神，二者調和爲一。 

實行要點 

一、禱告的祕訣，乃是要隨從靈裏深處的感覺

而發出禱告，切勿根據背誦、記憶、心思來禱告。

禱告除了要在靈裏、照着靈之外，另一個原則就是

要經常、時時，甚至不住的禱告。我們不要一直顧

念自己的難處，只要簡單的對主說，『主阿，你會

顧念我每日的需要，我只要尋求你的國和你的義，

其他的一切你都會加給我，不必我罣心，也不必我

憂慮。』 

二、我們要有好的禱告，就必須先朝見神、瞻

仰神、靜默等候神、跟隨神的感覺、求問神、與神

商量、讓神說完話。我們若能這樣操練禱告，就必

定是個會禱告的人。這樣的禱告使我們沐浴在神

的面光中，我們必定充滿了溫暖、滋潤、清新、飽

足、喜樂、明亮的感覺。 （六會所 張忠永弟兄） 

我 

一、 請爲 9/12~12/12週三聖徒成全聚會禱告。 

二、 請爲國小升國中、國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的

交與接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