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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八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民數記結晶讀經（一） 

編組成軍，為着神在地上的權益與神一同爭戰 

進入民數記結晶讀經之前，首先要更正一個

觀念：說民數記是論到以色列人飄流和一再

失敗的書，這並不正確。依據民數記一章二至三節

『你們要按以色列人全會眾的家族、宗族，照人名

的數目，逐一計算所有男丁的總數。凡以色列中，

從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亞倫要按他們

的軍隊數點』。和民數記三十三章五十二至五十三

節『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地所有的居民，毀滅他們

一切鏨成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鑄成的神像，又拆毀

他們一切的邱壇。你們要奪取那地，住在其中，因

我已經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可證民數記自始至

終是一卷榮耀的書，一開始神編組軍隊，末了則記

載如何分配這軍隊所征服之地。 

  民數記有如一幅圖畫，表明三一神與祂所揀

選的人，調和一起成為一個實體，使神能在地上行

動並征服祂的仇敵，為要重新得着這地，以完成祂

的定旨。 

  民數記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的生

活意義、見證、中心，以及他們行程和爭戰的領導、

道路與目標。約櫃又稱見證的櫃，是見證的帳幕之

中心。約櫃連同帳幕是以色列人生活的意義、見

證、中心，可由以色列人在帳幕四圍安營的方式所

描繪。約櫃豫表基督，以色列人生活的意義就是顧

到作神見證的基督。今天在召會生活中，神的子民

該以基督為我們惟一的中心。 

  基督乃是一直在行動、活動、並往前的一位。

在基督往前時，祂是我們的領導（太二三 10）、我

們的道路（約十四 6）、與我們的目標（腓三 12～

14）。在召會裏，獨一的領導乃是基督，祂在祂的

道路上並朝着祂的目標領導我們，這道路與目標

其實都是基督自己。 

  在民數記我們可以看見軍隊的編組、軍隊的行

程、與軍隊的爭戰三件事。軍隊的編組是為着爭戰，

而爭戰需要軍隊一直前行，不可停留在一地。以色

列人總是從一地往前到另一地，得着立場，使神能

得着一班人，為着祂的國和祂的家被建造起來。 

  在曠野中，以色列人在會幕四圍安營，以護衛

帳幕所立於其中的領域及範圍。表面看來，是為他

們自己爭戰，實際上，他們乃是為着神在地上的見

證爭戰，因為他們中間有見證的帳幕，就是神在地

上的居所。 

  神已將迦南美地賜給以色列（民三三 53），但

以色列人必須從神仇敵霸佔的手中奪回這地。以

色列人必須藉着爭戰，擊敗眾仇敵，而得着迦南美

地。這爭戰一面是與仇敵爭戰，一面是為維持帳

幕，這帳幕代表神在宇宙中的見證。 

  在積極一面，迦南是豐富之地，豫表包羅萬有

的基督同祂追測不盡的豐富。在消極一面，迦南表

徵撒但國度空中、天上的部分。撒但是這世界的王

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有他的權勢和他的使者。這

些使者是他的從屬，就是那些執政的、掌權的，掌

管這黑暗世界的；因此，撒但有他的國，就是黑暗

的權勢。 

  迦南人豫表跟隨撒但墮落的天使，背叛的天

使，他們成了撒但國裏有能的、執政的和有權勢

的。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為據有並享受美地，

豫表整個召會，包括所有的肢體，都有分於屬靈的

爭戰，抵擋諸天界裏那邪惡的屬靈勢力，使聖徒能

享受基督作包羅萬有的美地。 

  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班編組成軍的人，以基

督為他們的生活意義、見證、中心、領導、道路與

目標，並且往前爭戰，使祂在地上得着立場，並得

着一班人建造成祂的國和祂的家。召會必須是一

個團體的戰士，抵擋撒但空中的勢力，使神的子民

更多贏得基督，好建造基督的身體，建立並開展神

的國，使基督能回來承受這地。 （郭明貴弟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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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一會所年終數算主恩蒙恩見證 

逢歲末年終，全會所的弟兄姊妹藉着數算主

恩典的聚集，重溫已過一年主所賜給我們的

祝福，正如詩篇六十五篇十一節：『你以你的恩惠

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因祂奇妙

的帶領，在新路的實行裏，我們有『三個進入』的

蒙恩，更讓我們看見聖徒們經歷信心的工作，愛心

的勞苦，並盼望的忍耐。 

進入身體生活 

  有個聖徒家，在去年蒙受最大的恩典就是來

到召會中，開始過召會生活，並且大大小小都能安

家在召會。因着弟兄的陪伴而開始有晨興的生活，

喫喝享受主的話，得着生命的供應；也因弟兄的服

事，開始操練在聚會中申言，讓主的話更深的構成

在裏面。雖然外面有許多的相調與聚會，但主要作

的就只有一件事：要將祂自己的生命作到我們裏

面；藉着召會生活使我們對主的享受增加，並基督

在我們裏面加多，對主的愛也更多了。 

進入身體禱告 

 面對孩子、家務、上班的生活，體力是很大的

挑戰，聖徒總覺得無法參加晚上的禱告聚會。有了

姊妹的陪伴，開始過天天晨興的生活，恢復向着主

的愛並受激勵；摸着神的心意，是要建造基督生機

的身體。聖徒看見需顧到神的權益，不再只顧到自

己的生活，願意與弟兄姊妹相調在一起。同時，在

已過一年能有分於禱告聚會，在基督的身體裏享

受主全備的供應，而成為自己事奉的力量。 

進入牧養實行 

 在弟兄們交通並加強家聚會及牧養的負擔，

操練陪晨興並題名代求，有位姊妹經歷生命的變

化與主的恩典。因着感到話語裝備的不足，使姊妹

更多的轉向主並有更多的禱告。有時很氣自己缺

少啓示的亮光與看見，便問主可否只有事務服事，

而不要話語的餧養。但主說：『你餧養我的小羊』，

就此順服這感覺並破碎自己，認眞竭力的進入晨

興聖言的話與交通裏。因着主的憐憫，陪晨興對象

原是只有聖徒家中的姊妹，結果夫妻竟一同加進

晨興的生活，姊妹實在經歷並看到，不是我有能

力，更不是我有方法，乃是神的恩並神的祝福。 

（一會所 駱弘毅弟兄、駱葉靜蓉姊妹、劉香君姊妹） 
 

北區書報推廣開展報導 

年冬季，臺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學員將走

訪全臺基督教各會堂，推廣職事書報的豐

富。從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月七日，為

期十天，學員分作十二隊，分別在臺北、新北、桃

園、竹苗、臺中、臺南、高屏等地區推廣。此次主

要推廣的十本好書有『愛神』、『神中心的思想』、

『到榮耀裏去的路徑』、『神人調和與復活的原

則』、『這人將來如何』、『事奉配搭與愛中洗滌』、

『聖潔沒有瑕疵』、『經歷基督作生命為着召會的

建造』、『雅歌中所描繪的生命與建造』、『默想啓示

錄』。在桃園北區共有十位學員，拜訪了一百三十

三間基督教團體，其中敞開的有六十二間。 

  第一天下午到達會所報到時，卽有聖徒通知，

晚上的職場排已為我們豫備了愛筵，我們與聖徒

一同喜樂的用餐交通。有位弟兄因着已往服事的

青職有多位參加過訓練，所以對此行動很有負擔，

每年皆借車給學員使用，並且在愛裏擺上交通費，

讓我們非常感動，大受激勵，看見愛主的榜樣。 

  十位學員分為兩隊，因地理位置與路程的不

同，一隊是開車，另一隊則是騎車。在出發前，先

以電話約訪再前去。雖然大部分團體在電話中就

已婉拒，但當他們看見主話的豐富時，也願意向我

們敞開，與我們有交通。這讓我們看見蒙恩的路，

必須是踏下信心的腳步。若路途中遇到不在名單

每 

每 

弟兄姊妹上臺展覽蒙恩 

學員們與聖徒愛筵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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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內的團體，也會一併拜訪，不漏掉與任何一間交通

的機會。 

  在書報推廣期間，學員們不忘繼續進入書報

的豐富，彼此分享，好對每一本書報有更完整的領

受，並學習按弟兄姊妹不同的需要推薦書報。共同

追求時大家輪流分享書介及其中享受的鑰句，個

人的得着成為眾人的豐富，這樣追求成為我們出

發前的動力。過程中儆醒的禱告，使我們不論遇到

任何人事物都有正確的靈，操練在調和的靈中說

話行事，叫我們所彰顯的與我們所推廣的相配。 

  在這十天裏，共售出了十本好書十九套，新舊

約聖經七本，新約聖經八本，十二籃十套和超過百

本的單本書報等。儘管大部分基督教團體聚會的

方式與我們有所不同，但愛主的心卻不變，看見他

們的榜樣，使我們更往前也更堅定。有些牧師不認

同召會的一些實行方式，卻認同我們的訓練。讚美

主！因着這次經歷，使我們更寶貝訓練，也更愛

主、享受主並寶愛主的話，渴慕更多被主話構成，

成為今日的見證人。 

（學員 張維恩姊妹、吳家麗姊妹） 

 

北區書報推廣開展蒙恩見證 

謝主，這次書報推廣實在滿了主的祝福。雖

然起初的豫備不是很有把握，藉着輔訓的交

通，以及弟兄姊妹的配搭，每次揀好書出發時，看

見我們如同出發爭戰的軍隊，何等榮耀！ 

  書推蒙恩的祕訣在於有許多的禱告。每早晨

研討後、前去的路上、要到各會堂前，都有我們的

禱告。一面使眾人先轉向主，另一面也帶下主的祝

福。好幾次在路邊停下，不知下一間能去的會堂在

那裏而幾近放棄，卻又聯絡上敞開的會堂時，實在

經歷不是單靠人為的努力就有果效，主是獨一祝

福的源頭，也是調度萬有的主宰者。 

  藉着推廣書報，許多牧師、傳道表示對我們的

訓練很有興趣，想知道為甚麼這班青年人會自願

奉獻，在召會中熱心事奉？實在說來，都是受這些

職事信息的幫助。發現人不一定接受我們的書籍，

但都肯定甚至盼望教會中有更多青年人被興起來

愛主。願主繼續使用這些書報，使這分新約獨一的

職事更加推廣出去。      （學員 黃更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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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書報推廣看見各會堂不同的聚會方式，也

和他們有交流，聽到許多弟兄姊妹對主的經

歷覺得獲益良多。 

在書推的過程裏，每一位都盡上自己的功用，

弟兄姊妹分工合作，輪流幫忙尋找並安排至各教

會團體的路線。有的負責財務，有的點書，有的與

各教會團體聯絡，我亦從中瞭解整個書報推廣的

流程。我們拜訪各式各樣的教會團體，很受同伴們

鍥而不捨的精神感動；並與同伴們學習向人推薦

書報的技巧，也見證弟兄姊妹剛強的為聖經中的

眞理站住，勇敢的向人陳明眞理。藉着書報推廣，

使我更加珍賞主恢復中眞理的啓示和亮光，並更

加渴慕裝備眞理。        （學員 洪珮婷姊妹） 

次的書報推廣滿了主的同在與祝福，主帶領

我們到各會堂推廣眞理，為眞理站住；也看

見許多愛主的青年人、牧師、傳道，願意為這寶貴

的眞理出代價買眞理。主光照我，看見自己裝備的

眞理是不彀的，但相信藉着兩年扎實的訓練，幫助

我在眞理上立定根基，而向主有更新的奉獻。 

拜訪各會堂中，記得在一間韓國的會堂，牧師

分享說起初他原來在中國宣教，因着中國政府的

逼迫，轉到臺灣宣教。當我們向他介紹倪弟兄及李

弟兄時，牧師第一次聽到覺得很好，願意出代價買

書報。感謝主，這是繁殖基督之優勝的職事。除此

外，我們還向他們分享訓練中的蒙恩，許多牧師、

傳道羨慕這樣的訓練。願主祝福每一分推廣出去

的眞理，叫所有神的兒女都得益處，使神得着更多

祂所要得着的人。    （學員 謝宇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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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覺得書報推廣，就是將主恢復的眞理推廣

出去；然而在這十天，與各團體的交通中，

感到身在主的恢復裏是何等有福。對於我們熟悉

的眞理，這些團體卻相當缺乏，他們所能描繪基督

的辭莫過於『尊貴』、『榮耀』。不是說我們比他們

高明，乃是主的憐憫，主還光照我，雖知道包羅萬

有的基督，但這些豐富是否眞實的成為我所享受，

所寶貝的？書報推廣加深我對真理的渴慕，也盼

望能主觀的經歷這些豐富。 

藉着書報推廣，遇到許多愛主的弟兄姊妹甚

至是反對李弟兄。聽到他們的言論，使我在離開時

不禁流淚禱告問主；主卻讓我看見，還是有許多人

渴慕神的話，當我們分享時，他們的眼睛發亮。求

主憐憫我們，能彀在這獨一的聖靈水流裏，成為被

構成並供應主話的人，豫備新婦，迎接主的回來！ 

（學員 連立芹姊妹） 

感 

藉 

這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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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回到神的家中何喜樂 

原是生長在傳統的道教家庭裏。在去年十月

份，有位朋友帶我去埔里靈修。當時看到每

一位都在跪拜，我想照作，卻始終無法跪下。後來

只好離開了。 

已過所愛看的慈濟大愛電視臺，不知為何竟

也無法看下去。當我轉臺到基督徒的好消息電視

臺，深被吸引，細細聆聽講者說着神的話，越聽越

有味道。從此，實在喜歡觀看電視上播出有關主耶

穌的信息，以及弟兄姊妹的見證。 

過了一段時間，感謝主的安排，讓我遇見了都

媽媽，她是兩年多前我們早上運動時認識的。那時

她常向我傳福音並分享見證，說到她是如何在主

的愛裏享受喜樂的生活。因着心裏還存有懷疑和

不信，尚且無法接受這分信仰。她邀請我參加二○

一八年十二月的二十一會所

成立聚會，我毅然答應前來

聚會。那天的情景，眞讓我

感覺彷彿回到家了，弟兄姊

妹熱忱親切的接待，使我不

再猶豫。決定在當天受浸，

成為神的兒女，歡喜不已。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

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詩二三

1～2）。現在跟着聖徒們同過召會生活，有姊妹們

的餧養和供應，覺得生活在主的愛裏是何等的實

際，我渴望與主更親近。每日都很踏實喜樂，因為

主和我同在。感謝主，阿們！ 

（八會所 陳春桃姊妹） 

書報導讀

讀出聖經的本色與中心（第四至五篇） 

信息主題 

第四篇和第五篇說到約翰

一書中關於生命與生活的要點。 

信息要點 

一、約翰一書一章中關於

生命和生活的要點有七項：生

命的四項是生命、交通、光和

血；生活的三項是要交通、接受光照、和承認罪。

主進到我們裏面，乃是永遠的生命作了我們的生

命，叫我們與神，與主，與一切屬神、屬主的人有

了交通，而調成一個。神是光，我們若在這個交通

裏，必定就在光中。我們一在光中，就承認我們的

罪；這時，我們需要血來洗淨。這是生命的一面。

生活的一面是我們旣有這生命，就要學習憑這生

命，靠這生命，與主多有來往，多有親近。在與主

交通時，學習接受光照；我們一蒙了光照，看見自

己的錯，自己的罪，就要立刻承認，尋求赦免。我

們就能得着實實在在生命的供應。 

二、約翰一書二章向我們啓示，神的生命進到

我們裏面，將我們帶進與神的交通裏。接着，聖靈

在我們裏面作膏油塗抹，帶我們繼續有分於這個

交通。若是我們犯了罪，這個交通就會中斷。不過

我們有一位與父同在的辯護者，就是那義者耶穌

基督，作了我們平息的祭物，為我們挽回那個中斷

的交通。因這緣故，我們要住在主裏面，過一種與

主交通的生活。結果，我們就必定遵守主的話，行

主所行的，也必定愛弟兄，並實行義。 

實行要點 

一、『交通』這辭在原文裏，不只是『有分於』

的意思，更有『調成一個』的意思。兩個東西調在

一起成為一個，纔是眞實的交通。我們這許多人裏

頭都有同一個生命，所以我們彼此間有一個東西，

就是交通，也叫作『一』。那東西不光是你我之間

的，也是我們眾人與神之間的。所以，交通就是我

們與神，並我們彼此間的一個調和，一個『一』。 

二、拋開生命和生活這兩條線，只講行為，那

就是人工、修行的，是用聖經講『孔孟之道』。甚

至我們鼓勵人傳福音，恐怕都是在講手，講腳，講

枝葉而已。我們帶領人傳福音，首先必須給人看

見，主在他裏面作他的生命。其次，我們必須帶人

學習活在主這生命裏。第三，當人活在主這生命

裏，因着主的生命有愛罪人的愛，人就定規會傳福

音。這是從生命裏活出來的一個行動。 

（八會所 陳信忠弟兄） 

我 

一、 請為各會所冬季結晶讀經錄影訓練禱告。 

二、 請為 2/3（主日）南區新春特會、2/10（主日）

北區新春特會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