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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民數記結晶讀經

第二篇 編組成軍以保護神的見證，並為着祂在地上的行動爭戰，
所需要的長大與成熟

今

日在主的恢復裏，迫切的需要生命的長大與
成熟，盼望藉這些信息拔高召會禱告的職
事，使我們能有代求的供職，有金香壇的禱告，來
應付這急切的需要。民數記着重於蒙神救贖、領受
啓示並經過訓練的以色列人，如何編組成軍，以保
護神的見證，並為着祂在地上的行動爭戰（一 2～
3，19～20）
。今天神所造的地已經被撒但毀壞，因
此神需要得着一班人，為着祂在地上的行動被編
組成軍。民數記給我們看見，神如何把祂所救贖的
人編組成軍，圍繞並保護祂的見證。在民數記裏，
特別是在頭四章，以色列人按着神的安排編組成
軍。以色列人要編組成軍，就需要被數點，數點之
後以色列人纔能編組成軍。
為了『能出去打仗』
，以色列男子需要年滿二
十歲；這與長大、成熟有關（一 3）。當時以色列
人大約有二百萬，但二十歲以上能出去打仗的，只
有六十萬三千五百五十人。這說出地上信徒雖多，
其中只有少數人生命成熟到一個地步，纔能為神
的見證爭戰。民數記題到軍隊服役的年齡，就是二
十歲以上；但這卷書沒有題到退役年齡，就像迦勒
雖已八十多歲，卻仍像四十多歲時一樣，在神面前
剛強，能爭戰。按照民數記，小孩和婦女都沒有被
數點：小孩表徵幼稚，婦女表徵輭弱。只有二十歲
以上生命成熟並剛強的男丁，纔能從事屬靈爭戰，
並且被數點的人需要經過摩西、亞倫及十二支派
首領的認可。
在主今日的恢復裏，急切需要為着編組成為
神的軍隊所要求的長大與成熟；我們需要在生命
裏長大達到成熟。就屬靈一面說，二十歲以上的男
丁，表徵神的子民中間靈裏剛強並在神聖生命裏
成熟的人，不論其天然的身分如何；惟有這些人彀
資格編組成軍，為着神在地上的權益和行動爭戰。
生命長大乃是神成分的加多，基督身量的增長，聖
靈地位的開展，人成分的減少，天然生命的破碎，

魂的各部分被征服。變化是我們在天然的生命裏
新陳代謝的改變，而成熟是我們被那改變我們的
神聖生命所充滿；變化的最後階段是成熟，就是生
命達到豐滿。
在新約裏，
『成熟』這辭用於指信徒在神的生
命上長成、成熟並完全。作為信徒我們要往前，竭
力前進，達到成熟，忘記背後的，努力面前的，追
求對基督完滿的享受並贏得基督，好在千年國裏
對基督有極點的享受。信徒在基督生命裏長大成
熟的最終結果乃是長成的人─召會作基督的身
體，長成一個成熟的人。成熟就是基督在我們裏面
完全成形了；也就是說，我們已經完全變化成祂的
形像。雅歌三章給我們看見尋求者的成熟，四章解
釋是藉着意志的降服而達到的。
神的兒女要達到二十歲的屬靈年齡，就需要
經過生命經歷的頭三層，並進入第四層。生命經歷
的第一層是在基督裏，第二層是住在基督裏，第三
層是基督住在我們裏面，也就是十字架層。在第三
層，尋求的信徒需對付肉體、己和天然的構成連同
天然的力量和才幹。屬靈經歷的第四層是最高的
一層，就是基督長成在我們裏面─屬靈爭戰層，在
此基督在我們裏面長成並成熟了。
在香壇那裏的禱告，帶進以色列人的數點，為
要編組成軍，為神在地上的權益爭戰（出三十 11
～16，民一 45～46）
。在香壇那裏禱告的結果，導
致主對眾召會的眾聖徒作一次『軍事人口調查』；
凡被數點的人，都有資格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
戰。在香壇那裏所獻上的代求，乃是為着信徒的長
大成熟，使軍隊能以編組。我們越在香壇那裏禱
告，就越看見成熟的需要是迫切的，也越為着在生
命裏長大成熟有急切的禱告。惟有這樣一支軍隊
組成，神纔能為着祂的定旨在地上行動；若沒有由
成熟之人所組成的軍隊，神就無法行動。
（林啓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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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所暑期兒童健康生活園報導

暑

期兒童健康生活園從二○○五年開始，到今
年，已有十五個年頭了。此次暑期兒童健康
生活園實際參加的兒童人數三十一位，福音兒童
人數十八位，福音家長人數十四位；配搭的青少年
人數四位，大專人數三位，青職人數六位，其餘配
搭服事人數三十二位，總共參與配搭的人數共有
四十五位。
感謝主，這麼多年來一直有主的祝福與同
在，參加的兒童最多達五十多位，配搭的服事者也
往往超過兒童人數。從起初沒有青少年擔任隊輔，
到兒童長成至青少年的隊輔；從個人在主面前領
受的負擔，到成為召會每年的實行。各方各面都有
主的帶領，目前
有各年齡層的
聖徒一同配搭
服事，可說全會
所同心合意作
兒童工作。
今年暑期
兒童健康生活
園只有三天，七
月四日至六日。
早上我們在
『勤、大、細』
的課程上，有六
位聖徒負責『負
團體活動與成果展覽
擔傳輸』及『故

事引導』
。接着由各組的服事者及隊輔，協助學習
單的寫作。中場時間的團體活動，由青職弟兄陪同
打躲避球，兒童們很高興能有機會舒展筋骨。一切
過程規劃順暢，心情是放鬆的，卻也有秩有序。
每天早上也設計富有知性且具樂趣的課程，
如苔球植物、認識昆蟲、小書製作，都是弟兄姊妹
發揮所長，帶着兒童們動手作。午餐時刻，多年來
的餐點菜色皆是叫好又叫座，兒童、家長都誇讚不
已。喫了可口營養的午餐後，兒童還需打掃所分配
的整潔區域，以操練勤的性格。午休之後，每天下
午的英文課，除了有生活應用的教學，甚至練唱英
文詩歌。下午另有美勞課程，無論是生活速寫或是
造型氣球，課堂氣氛熱絡，兒童們亦皆有所得。
值得一題的是，最後一天下午所舉辦的『闖關
活動』
，再度與『勤、大、細』性格主題聯結起來，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的作法。接下來的展覽、頒獎到
摸彩，又達到了園地的高潮。為使兒童家長們與服
事者有更進一步的交流，末了豫備豐富的茶點，使
這次園地有個溫馨、甜美的尾聲。而在最後一天的
下午，福音家長來了十四位，是本活動舉辦以來，
家長出席數最高的一次。家長們有的陪伴兒童闖
關，有的參加摸彩活動，大家都敞開、喜樂，和樂
融融。
我們仍是在主前承認自己是無用的奴僕，求
主祝福祂手中的工作，將繁殖擴增的福賜給祂的
召會，願我們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
（七會所 郭劉廼淑姊妹）

桃園市召會大專生赴美訓練訪問暨相調報導

桃

園市召會大專生於六月二十二日前往美國
參加夏季訓練和相調，至七月九日共計十八
天。除了參加夏季訓練外，也與美國當地召會的聖
徒有甜美喜樂的相調。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大專聖徒接待在
加州阿卡迪亞（Arcadia）的聖徒家中。每天早晨，
大專生和接待家一同配搭，豫備飯食；在服事中彼
此相愛互助，也在服事的過程中彼此交通、代求。
因着生命的交通，除去了陌生和隔閡，更藉着看見
榜樣，讓青年的弟兄姊妹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
行。接待期間，大專聖徒也積極參與當地的召會生
活─在 Arcadia 參加禱告聚會；在埃爾蒙特（El

Monte ） 一 同 擘 餅 及 禱 告 聚 會 ； 在 帕 薩 迪 納
（Pasadena）參加禱告聚會，以及一同有分『關於
世界局勢的豫言、兆頭，以及我們該有的豫備』專
題交通。
除了會
中和聖徒相
調，大專聖
徒也走訪許
多旅遊景
點，包括恩
典靈園、格
走訪恩典靈園
里斐斯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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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臺、下羚羊峽谷、馬蹄灣、蓋帝博物館、科學博物
館、迪士尼樂園，從自然景點中，見證造物主的廣
大奇妙；從人文景觀中，看見歷史、文明的發展和
更迭。剛來到旅遊景點，眾人感覺十分新鮮，但走
訪了許多景點後，經歷詩歌四百三十七首所說：
『世界雖大，我心雖小，大者難使小者足；小小之
心所需所要，惟有基督能滿足』。
從六月三十日起，大專聖徒們接待在爾灣
（Irvine）會所，開始進入夏季訓練的豫備聚會，
以個人研讀、小組展覽的方式，在訓練前先認識聖
經和生命讀經的經文和啓示。藉着彼此分享，率先
進到民數記中神聖話語的享受裏。七月一日至六
日，大專聖徒每日早上在 Irvine 會所先有禱研背
講，下午至水流職事站園區接受訓練。在第一篇，
釋放信息的弟兄以『十個項目』貫穿此次結晶讀經
的主題，包含逾越節、主的同在、每日的嗎哪和隨
行的靈磐石、基督作約櫃、見證的帳幕、供物、祭
司體系、生命之律的規律、神聖軍隊的成軍、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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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夏季訓練合影

繫祭司體系而爭戰。藉這十個項目，幫助聖徒看見
如何據有美地，就是包羅萬有之基督的豫表，以建
造召會作神的國和神的家。
今天在主的恢復裏，迫切需要更多享受基督，
在屬靈生命裏長大成熟，存心順服神的權柄，留意
經上的話如同留意照在暗處的燈，被編組成軍，為
神並與神一同爭戰，以完成神的經綸。
（五會所 高周宜安姊妹、十會所 謝雅筑姊妹）

桃園市召會大專生赴美訓練訪問暨相調蒙恩見證

感

謝主，使我有分於這次的行動。在聚會中，我
最摸着第三篇，我們的飲食需要被嗎哪來更
換。在出埃及記裏，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並在出
埃及的四十年裏，神只給以色列人喫嗎哪。百姓在
其中向神抱怨，心中厭煩這淡薄的食物。神其實也
可以讓我們喫的營養一點，一餐喫這個、一餐喫那
個，但神為甚麼沒有那樣作呢？因為神的心意乃是
要我們喫祂而被祂構成！
如果換作是我喫嗎哪四十年，我一定也會受不
了，而滿了怨言。但弟兄題到，喫嗎哪有十六項特
徵好處，每一項都是我的需要！而嗎哪需要在每早
晨來拾取，看見自己需要出代價，早起拾取嗎哪，
在我的生活性格上，需要更多被調整。主阿，我願
意每天早上來拾取嗎哪作供應，好成為一個被你構
成的人。
（九會所 周哲毅弟兄）
------------------------------------------------------------------每一次去海外的行動中，實在都讓我看見基
督身體的實際，無論我們的膚色、種族、文
化有何不同，都能見證在主裏我們是一。
這次來到美國，不僅看見主在舊造裏的創造，
也聽見主藉着弟兄們的口，解開聖經的話。很寶貝
在第十一篇『全足者的異象─對神子民的神聖眼
光』
，題到『異象』是指一個特殊的景象，它是說
到一種特別的看見，卽榮耀、裏面的看見，也是說

在

到我們從神所看見的屬靈景象。我們要得着異象，
就需要有神聖的啓示、光和視力；也只該有一個眼
光，就是從神而來屬靈的眼光，這屬靈的眼光能叫
我們有清楚且透亮的看見，並且叫我們蒙保守。當
我們以神的眼光來看每一位弟兄姊妹，拿出神聖
的望遠鏡看每一位聖徒，實在能彀免去許多天然
人的意見、感覺和爭論。我們都向主要神聖屬天的
眼光，在我們各樣環境和生活中，都能受祂屬天異
象的支配，保守我們在眞正的一裏好放膽往前。
（九會所 許信家姊妹）
------------------------------------------------------------------謝主，使我有分於這次美國現場訓練，非常
享受與各國聖徒一同進入民數記結晶讀經。
在民數記中，以色列人雖然蒙了救贖，離開埃及，
卻一再的失敗與背叛；在今天，我們雖都是蒙救贖
的一班人，也同樣容易落入失敗和背叛的光景中。
今天這位神已經經過了過程，能彀在我的裏
面作我的享受。但常常如同以色列人一樣，讓基督
以外的東西頂替了主這獨一的人位，叫我不能對
基督有眞正的享受，無法順服神的旨意。所以乃要
看見我的需要，就是天天享受基督，學習憑着重生
的生命而活，讓那靈來管制、訓練；使我能與同伴
們，成為神的軍隊，在神聖三一的祝福之下，豫備
好，前去得着美地。
（十會所 曹映榮弟兄）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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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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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寶耶穌，至愛救主

感

謝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可以認識主耶
穌，祂是我生命中的寶貝與倚靠。從小在傳
統的客家家庭長大，對於信主是件看似不可能的
事。因着主耶穌的奇妙帶領，讓我聽見了福音。小
時候家住公寓，常會聽見鄰居們的喧囂聲。有次卻
聽見樓上傳來詩歌的聲音，與充滿喜樂的笑聲，吸
引我的注意；然而每次想上樓探個究竟，都被家人
阻止了。
在國中時，姊姊在路上拿到一小本的聖經，她
將這本聖經送給了正情緒低潮的我；當讀到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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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受感，很想
認識主耶穌。就在一次趁家人不在的機會，走上樓
遇見了住樓上的李弟兄。那時弟兄告訴我：
『只要
覺得難過，或是壓力大的時候，就喊：
「哦！主耶
穌！」』這一句話，從此便一直烙印在我心裏。
上了大學，有次看見弟兄姊妹在校園傳福音，
一位姊妹對我說：
『只要喊「哦！主耶穌！」主就
會保守你』。此時這話突然喚起了六年前的印象，
與那位弟兄所說的是一樣的。我在多次呼求主的

過程，總想流淚。後來參加校
園福音聚會，有首詩歌唱道：
『祂愛你，已等得好長久…』
使我淚流不止，決定答應心中
的聲音，受浸成為基督徒。不
料，父親知道我得救之事，氣
得逼我站在祖先牌位前上香道歉。當時心裏感到
難受，卻有個聲音使我放膽，就算要站也要站到天
亮，不論如何都不要因這信仰低頭或妥協！在祖
先牌前我堅定的站住，因父親不忍看見女兒一直
站着，就讓我休息了。
過了兩、三個月，父親突然腦中風，送進加護
病房，昏迷指數三，情況非常危急。我向弟兄姊妹
尋求幫助，新竹的弟兄姊妹立刻聯絡上桃園市召
會，並前往醫院探望父親。在大家不斷代禱下，兩
個禮拜後父親奇蹟般清醒了，藉着母親的照顧與
聖徒們的關心禱告，一天一天的康復。直到現在，
父母的心漸漸向福音敞開，願意邀請弟兄姊妹來
家中小排。感謝主的帶領，將福音傳進了小子的家
中，成為我們家的祝福。
（十五會所 江東旭姊妹）

書報導讀

不住的禱告與活在靈中（第五至六篇）
信息主題
第五篇說到『在靈中事奉
神』
，第六篇說到『帳幕與祭司
的受膏』。
信息要點
一、一題起事奉神，就必須
認識靈。基督教的墮落，就是在靈上墮落，成了宗
教。宗教的定義就是：人敬拜神、事奉神、作討神
喜悅的事，卻沒有神的靈，也不在人的靈裏。羅馬
七章六節說，
『…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裏服事…』
。林
前六章十七節說，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
一靈』
。這兩處經文中題到的靈，都是二靈成為一
靈的靈；這靈就是我們事奉神的機關。
二、出埃及三十章三十二節說到，聖膏油『不
可倒在人的肉體上』，我們拒絕肉體，就有膏油，
就是祭司，能把神帶給人，也能把人帶到神裏面。
如此，我們就成為神與人之間一條清潔的水流，能
把清潔的生命流到人裏面，也能把人帶到神裏面。
藉着我們，神與人之間能有交通。

實行要點
一、聖經說到要不住的禱告，乃是指我們裏頭
要有禱告的靈，使我們不斷與主接觸。為此，先得
有定時禱告。早晨總得花一點時間禱告，到了中午
還得有一點時間禱告。下午或晚間，還得用一點時
間把自己禱告到靈裏，禱告到禱告的靈裏。當我們
活在禱告的靈裏，很自然的上課也禱告，辦公也禱
告，這就是不住的禱告。
二、把神供應給人，不一定需要講甚麼道，無
論洗廁所，抹椅子，擦桌子，都能供應人。我們若
與神接觸，充滿了神，充滿了那靈，全身是膏油，
無論我們作任何事，或是到書房服事，或是到執事
室值班，或是在會所作整潔，洗廁所，人一遇着我
們，就沾上一身膏油。這就是作祭司。
（八會所 陳信忠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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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請為 8/17～8/18 全臺路加聖徒集調代禱。
二、 請為暑期各會所兒童品格園及後續兒童家長
的接觸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