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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民數記結晶讀經 
第三篇 更換飲食，喫屬天的基督這屬天嗎哪的實際， 

使我們由基督重新構成，成為神的居所 

天的基督是屬天嗎哪的實際。祂是屬天的

糧，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祂是神的糧，是

屬於神的，是神所差來，且有神同在的。基督是生

命的糧，帶着永遠的生命，就像生命樹一樣『好作

食物』，作人生命的供應。祂是『活』糧，祂是『眞』

糧，其他各種食物不過是影兒；我們每日所喫之食

物的實際，乃是耶穌基督。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

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賜人生命的乃是

靈…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六 57，63）。喫就是把食物接受到我們裏面，並生

機的吸收到我們體內；因此，喫主耶穌就是將祂接

受到我們裏面，為重生的新人以生命的方式所吸

收。我們不僅憑基督活着，乃是因基督活着，以基

督為我們加力的元素和供應的因素；是藉着喫祂

是靈和生命的話，並藉各樣的禱告接受祂的話。所

以，運用靈接受祂的話，就得着那賜人生命的靈。 

神要更換我們的飲食，要我們喫基督這眞嗎

哪，使神所揀選的人得以由基督重新構成，並因基

督活着，成為神的居所。儘管神的百姓已從埃及被

領到分別的曠野，但他們仍是由表徵世界之埃及

的成分所構成；神的心意是要藉着更換他們的飲

食來改變祂子民的成分和性質。四十年之久，神只

給以色列人嗎哪喫；這表明神在祂救恩裏的心意，

乃是要將祂自己作到基督的信徒裏面，並藉基督

這惟一的屬天食物餧養他們，改變他們的構成，使

他們彀資格建造召會作神的居所。 

何等希奇！除了嗎哪以外，神甚麼也沒有給

百姓。藉着喫嗎哪，至終神的百姓成了嗎哪；我們

的構成必須藉着喫基督而重新整理，纔能建造召

會作神的居所。願主除去我們對基督以外之事物

的愛好與渴望！更願主改變我們的飲食和胃口，

使我們由基督重新構成，而成為神的居所。因此，

我們所接受作支持、力量和滿足的獨一食物，必須

是基督；新約裏獨一無二的職事，只輸送基督作神

子民獨一的食物。 

基督是我們獨一的食物，每日的嗎哪，使我們

新陳代謝的變化；我們需看見並經歷這樣一位基

督的特徵：嗎哪是個奧祕，意思是『這是甚麼？』

對世人而言，基督這眞正的嗎哪，是眞正的『這是

甚麼？』嗎哪是個長期的神蹟，每早晨降下並收

取；藉着我們與主有活的接觸，給我們每早晨有新

的開始，作我們生命的供應，持續到永遠。嗎哪隨

露水從天而降；主耶穌是『從天上來的糧』，主新

鮮的憐恤所帶來的恩典，使神臨及、復甦並滋潤我

們。 

嗎哪是細緻、細小的；基督是均勻、平衡的，

生在馬槽，長在受人藐視的城裏一位木匠的家中。

主寧願在人眼中顯為微小，能讓我們喫。嗎哪是白

色又如霜的；表明基督清淨純潔，沒有攙雜，且使

我們清涼復甦，也殺死我們裏面消極的東西。嗎哪

是圓的，像珍珠；指明作我們食物的基督是永遠、

完全、完滿，又是光亮透明的。嗎哪像芫荽子，祂

滿了生命，在我們裏面長大並繁增。嗎哪是堅實

的；我們收取作嗎哪的基督後，必須在日常景況和

環境中『碾、搗並煮』祂，作成可喫的。嗎哪滋味

像烤的油餅，又如同攙蜜的薄餅；表明基督的味道

有聖靈的馨香，是甘甜且細緻的餅，富有營養。 

公開的嗎哪是我們沒有喫過的，而隱藏的嗎

哪是指現今我們所喫、所消化並吸收的基督，這要

成為永遠的記念。我們在永世裏將要回想關於基

督的兩方面：享受基督作為將我們重新構成的成

分，以及基督作為使我們成為神在宇宙中居所的

供應。金罐裏的嗎哪是神居所的中心點，照樣，基

督作為我們所喫的嗎哪，乃是今天神建造的中心

點。李弟兄說道：『要喫公開的嗎哪，基督就成為

隱藏的嗎哪。這隱藏的嗎哪要把你構成得勝者』。 

（張上釜弟兄）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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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八會所近期活動蒙恩報導 

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節：『我來要把火丟在

地上，若是已經着起來，那是我所願意的』。

因着主對本會所青少年服事有着奇妙的帶領，使

我們在近期中特別的經歷到『焚燒』的實際！ 

  在已過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北區中學

生暑假特會中，主使我們看見，我們需要更多經歷

『二靈調和

成為一靈』。

弟兄們帶領

青少年運用

靈、操練靈，

摸着是靈的

基督，使青

少年操練脫

開規條，被

神的靈所充滿。此外，本次特會也強調『奉獻』，

藉由詩歌『揀選』，青少年摸着『香膏枉費在主身

上』的異象，並被副歌『築起奉獻的祭壇，求賜炭

火將我鍛煉』、『主你的笑容是我歡喜，定睛奔向永

世冠冕』的負擔所加強，皆上臺宣告奉獻，將他們

自身交在主手中，如同在祭壇將自己獻上，成為討

主喜悅的活祭。我們很喜樂能親眼見證，榮耀的神

向這些愛主的青少年顯現且得着他們，為要使他

們成為得勝者，迎接祂的回來。 

  而在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我們為升上小

五至國二的青少年，舉辦本會所蘆竹大區第一期

的『身量成長園』特會。此特會的異象與負擔，來

自於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節的記載，耶穌於十二

歲時，『在智慧和身量，並在神與人面前所顯明的

恩典上，都不斷增長』。弟兄藉由數篇關於『神的

救恩』信息，幫助青少年摸着良心、對神的感覺，

帶領青少年向主有悔改認罪的禱告，並透過受浸

的談話，使青少年對良心的感覺更為敏銳。在二十

一日的主日擘餅聚會中，弟兄帶領青少年唱詩讚

美主，操練脫開老舊、不冷不熱的光景，渴慕成為

主瘋狂的愛人！在本次特會，共有二十三位青少

年參加，六位高中與大專聖徒擔任隊輔，且有三位

青少年經由陪談，受浸成為神家的親人！ 

  感謝主，這工是主所作的，這火要一直燒着，

直到祂的回來。        （八會所 董明淵弟兄） 

 

桃園市召會暑期兒童品格園報導 

年北區各會所於暑假自行辦理品格園，已是

第二次。截至七月底，有八個會所已舉辦過

兒童品格園，尚有四個會所陸續籌辦中。 

因着有第

一次的經驗，

眾人在各面都

進步許多。尤

其在邀約福音

兒童的事上，

截至七月底，

各會所合計參

加一百八十七位的兒童，其中有一百一十六位屬

於福音朋友的孩子，六成以上是福音兒童。一面說

出藉着長期經營的兒童排，廣邀帶進許多孩童參

與；另一面說出聖徒的努力，在所列名單中，持續

前往五十三個家實行送會到家。 

甚至有一個會所，在品格園尚未開始前，就已

經送會到家，也為他們舉辦在主日的成全，邀請報

名的家庭，尤其是未信主的家長都能參加。而配搭

的一百四十位家長中，卽有六十一位是福音家長，

超過四成的比例。不只孩童參加，父母也一同配搭

進來，為着我們後續的送會到家打下根基。 

在南區，今年有九個會所於七月四日至二十

日之間，舉辦八場的兒童品格園，總共有三百五十

六位兒童參加，其中將近有二百位是福音兒童，且

有八十位的福音家長陪同參與。 

雖然有些會所還在起頭的階段，但藉着彼此

交通與蒙恩分享，各會所都得到幫助，也在許多禱

告交通中得着服事的信心。有的會所，由聖徒呼召

青職、大專

和青少年聖

徒一同盡功

用，使得該

會所各個年

齡層都投入

配搭，全員

一同參與。

也有的會所，藉着將負擔帶進各個兒童排，由排裏

聖徒邀約孩子的同學或朋友，自然使各會所都得

着許多的福音兒童。 

路 

今 

參加北區中學生暑假特會 

十四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 

一會所品格園詩歌帶動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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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品格園結束後，各會所不僅有許多家長的詢

問和回饋，福音兒童也漸漸加入我們的召會生活。

並藉着安排後續的相調活動，增進聖徒與福音家

長彼此間的聯繫來往。願主使福音的火繼續焚燒，

弟兄姊妹領受負擔，得着更多年輕的家進入召會

生活。（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十會所 吳叔娟姊妹） 
 

桃園市召會暑期兒童品格園蒙恩見證 

次二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在身體的代禱

中，由一羣年長、中壯年、青職、青少年的聖

徒與兒童一同配搭服事。在人看來，實在是個個輭

弱，處處缺乏。但大能的神看中我們的同心合意，

祂以全豐全足的恩典，在靈中加強每一位聖徒，使

得七月六日一整天在歡樂的詩歌中，顯出有次有序、

單純順服、

彼此幫補

的景象。除

了參與的

孩童個個

歡喜，配搭

的弟兄姊

妹更是從中經歷『祂必擴增，我必衰減』，帶下無比

的祝福，眾人靈中喜樂歡騰！  （二會所 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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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五會所暑期兒童品格園，我們在服事與福

音上，有二點蒙恩：（一）多人盡功用，相調

同配搭。為了這次品格園，我們從三月開始有交通。

運用主日中午，一同用餐相調，調心調靈調行動，

調進同一個負擔。藉着相調，所有聖徒同心合意，

樂意配搭服事。甚至有八位青少年擔任隊輔，全程

陪着兒童，竭力擺上，實在不能小看他們年輕。 

（二）福音朋友參與，帶進社區福音。這次有

多數兒童是來自未信主的家，我們有負擔帶領他

們調入召會生活。這些兒童剛開始有些生澀，隨着

挑旺靈，他們

的心也敞開，

完全與我們

調在一起。最

後的親子福

音茶會，介紹

召會兒童工

作的豐富，邀

約兒童、家長後續加入我們的召會生活，家長都非

常認同且願意參與。    （五會所 江衍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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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去年，我還只是個坐在隊伍中嬉鬧的兒

童，今已成為服事這羣小神人的隊輔。因為

是第一次當隊輔，看到調皮搗蛋的孩子們，一度想

發肉體，但主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

止他們』。主使我轉回靈裏，並為着這次服事有所

禱告。感謝主，不再單看孩子的缺點，改為珍賞並

讚美他們，於是主在他們身上變化並作工，使他們

成為一班積極操練靈的小神人。在闖關時，看見他

們認眞的背誦主的話，使我無比感動。當中還有兩

位小朋友，奉獻自己在暑假操練讀聖經；若今天是

我，肯定辦不到。求主記念他們這樣的心志，也保

守這班愛祂的小神人，能更加積極操練勤和細的

性格，並實行出來。感謝主，使我有分於這次品格

園的服事，阿們！    （十六會所 吳易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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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非常珍賞各領域的弟兄姊妹，竭力擺上自

己的專長；小子是配搭園地的場地佈置。因

二十會所第一

次舉辦，常需向

各會所請益、交

通。起初，本想

照自己的個性

『不麻煩別人，

凡事自己來最

快』而行動。但

在身體的配搭中，大家將自己的感覺交通出來，而

願意放下自己，不照着自己活。如此，剛成立不久

的小會所在聖徒們的扶持中，順利完成此次的品

格園。藉此接觸許多兒童及福音家長。讚美神！我

們雖然弱小，但當我們願意獻上五餅二魚，神都為

我們擘開，成為可以供應生命並祝福別人的管道。

阿利路亞！        （二十會所 傅王立瑜姊妹） 

這 

本 

想 

此 

二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 

五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 

二十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 

十六會所的暑期兒童品格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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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在基督裏我成了新造 

在非常年輕時犯了重罪，被判刑入獄。雖然身

處牢獄之中，仍立志改善自己，譬如樂於助

人、積極振作、努力學習等。勵志向上的目標，卻

僅僅限於日後能獲得名利，以報償對家人的虧負。 

  大約半年前，在獄中遇到一位工作人員，是位

召會的弟兄。他向我傳福音，告訴我說耶穌是我們

的救主。我立刻被吸引，開始跟他在空閒時間讀一

些經文和信息。主的話語一進來，發出亮光，使我

深深的知罪自責。何等有福，經過接受並經歷主之

後，我如釋重負，雖然身在獄中，但宛如自由之人。 

  受浸得救之後，參加過一次大型的主日聚會，

弟兄姊妹如同家人般接納我。現在每週間，都有兩

位弟兄來我這裏會客，餧養我。每次來訪前，殷切

期盼他們的到來；會客時間結束，又嫌相聚時間過

得太快。 

  現在我的

人生目標也已

轉變，不再為自

己活着，不再改

自己，而是在為

人生活中活出

神聖的生命，一

切接受主的帶領。已往的困惑一掃而空；外在的誘

惑也失去能力。 

  非但如此，我樂於分享這美好的信仰給獄中

朋友。身旁周圍有十多人，我跟他們談耶穌、讀聖

經；還有在別處的三十位朋友，我透過書信，告訴

他們說耶穌是我救主，見證主話在我身上的經歷：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

都變成新的了』（林後五 17）。（十六會所 何弟兄） 

書報導讀

一個新人的時代（第一至三篇） 

本書係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七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在

臺灣數地所釋放的信息集成。 

信息主題 

第一篇是『跟上新人的時代』；

第二篇是『看見新人的歷程』；第

三篇是『達到新人的喜樂』。 

信息要點 

  一、神是在一個人亞當裏面，集體的創造了人

類。因此，按神的心意，全人類應當是『一個人』。

因着人的墮落，洪水以後，人就照着他們的家族、

方言、地土、邦國，在地上各自分裂並分散。人在

巴別集體背叛神之後，更是語言變亂，徹底分散。

所以人類墮落以後的歷史，就是一部分裂、分散的

歷史。 

二、歷史上的四件大事為着新人的出現：第

一，羅馬帝國的建立；第二，改教運動和發現新大

陸；第三，英國擊敗西班牙；第四，美國的興起。

我們要看見，人類歷史演進至今天的局面，乃是為

着一個新人的出現。 

實行要點 

一、我們的眼光不該再那樣狹窄、微小，以為

自己得救了，能愛主、看望聖徒、服事主，使召會

興旺發達就好了。這是不彀的。我們必須有一個宇

宙性全地的眼光，瞭解主今日在地上所要作的。無

論是在世界政治或國際局面上，都有主特別的豫

備；我們若有從主而來的眼光，就會看見這一切乃

是為着產生一個新人。因此，我們需要跟上時代，

不停滯，抓住機會買地並積極得人。 

二、李弟兄以自身的例證來說明，一個人從得

救，進入召會生活，往前到經歷基督的身體，最後

達到新人的顯出，可說循序漸進的經歷了四層的

喜樂：第一層是得救的喜樂（從人信主那一天起，

人裏面就有了得救的喜樂）。第二層是召會的喜樂

（如果你不去聚會，不和別的枝子交通，喜樂好像

消失了。等到你一來到召會的聚會、交通裏，其喜

樂比得救時的喜樂還要高，還要滿足）。第三層是

身體的喜樂（更深的要求，催促我們更進一步認識

召會，從召會往前到基督的身體）。至終達到第四

層，就是新人的喜樂（在新人裏，人與人之間所有

的不同，一切的分別都消失盡淨，惟有基督是一

切，又在一切之內）。   （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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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