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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夏季訓練聚會信息 

民數記結晶讀經 

第十一篇 全足者的異象—對神子民的神聖眼光 

們絕不該低估了正確看見一件事情的價值；

這個看見會改變我們，影響我們的全人。在

聖經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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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說到

我們從神所看見的屬靈景象。屬天的異象支配我

們、限制我們、管制我們、指引我們、保守我們、

徹底翻轉我們、保守我們在眞正的一裏，並給我們

膽量往前。 

正如巴蘭這外邦的申言者被帶到異象裏，我

們需要看見全足者的異象，並對神的子民有神聖

的眼光。申言者巴蘭得聽神的言語，得見全足者的

異象。他在民數記二十三章九節說，『我從高峯看

他，從小山望他；這是獨居的民，不將自己算在萬

民中』。這話指明以色列人是聖別的子民，是從萬

民中分別出來的子民。『誰能數算雅各的塵土？誰

能數點以色列的四分之一？願我之死如正直人之

死；願我之終如正直人之終』（10）。巴蘭在本節上

半的話是豐盈擴增的祝福；在本節下半的話是極

大祝福和珍賞的話。『祂未見雅各中有罪孽，也未

見以色列中有禍患；耶和華他們的神與他們同在，

有向王歡呼的聲音在他們中間』（21）。這話不是按

着人的眼光，乃是按着神聖的眼光。神看祂的子

民，不是按着他們在自己裏面的所是，乃是按着他

們在基督裏的所是。『雅各阿，你的帳棚何其佳

美！以色列阿，你的帳幕何其華麗』（二十四 5）。

這將是千年國時以色列眞實的光景。巴蘭的詩歌

也指明，就立場說，召會是聖別的；在神眼中，召

會是完全的；就外表說，召會是美麗的、佳美的。 

民數記二十四章六節和七節上半說，『如延展

的山谷，如河旁的園子，如耶和華所栽的沉香樹，

如水邊的香柏木。水要從他的桶裏流出，他的種子

必撒在多水之處』。六節說到山谷和園子，以及七

節說到水從桶裏流出，乃是用比喻啓示出召會有

山谷，召會像園子，並且在召會中有充盈的水。這

些乃是論到召會的一些豐富。巴蘭在七節下半說

到雅各的王必超過亞甲，說到雅各的國必被高舉，

這話乃是豫言，至終要應驗在基督身上。『凡給你

祝福的，願他蒙福；凡咒詛你的，願他受咒詛』（9

下）。巴蘭沒有咒詛神的百姓，反而代表神全然祝

福他們。祝福人就是說他好話，積極的說到他。我

們越為着主的子民讚美祂，在信心裏說他們的好

話，我們就越把自己擺在神的祝福之下。 

我們需要看見有關召會的異象，並看見召會

乃是『基督的』、『復活的』、屬天的；這些形容詞

描述聖經裏所表達的事實。召會乃是在基督裏、在

復活裏、並在諸天界的升天裏。我們要學會如何看

神的子民，這乃是嚴肅的事。約瑟的兩個夢都是出

於神，向他揭示神對祂地上子民之性情、地位、功

用和目標的神聖眼光。約瑟在第一個夢裏，看見田

裏的禾捆；我們若看見這屬天的夢，就會看見在神

的眼光中，祂的子民都是滿了生命的禾捆，為要出

產食物，作素祭滿足神和人。約瑟在第二個夢裏，

看見太陽、月亮與十一顆星，向他下拜；在神永遠

的眼光裏，祂的子民乃是滿了光的天體。 

民數記三十三章記載以色列人從奴役之地到

安息之地，共四十二個站口，其中沒有說到百姓的

失敗。我們從一章讀到三十二章，可能認為以色列

人沒有一點好的。三十三章表明，在神眼中，關於

他們的記載乃是積極的。這指明在神看來，祂總是

積極的看祂的子民。我們需要對召會有屬天的看

法，並領悟所有地方召會都是要來之新耶路撒冷

的一部分。我們若有神對祂子民的眼光，就會像神

看他們一樣的看他們─被揀選、得救贖、蒙拯救脫

離墮落之轄制的人，正在享受基督，與三一神同被

建造，編組成軍為神爭戰，並被神豫備好，得以據

有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美地。     （鄭憲宗弟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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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六會所校園排蒙恩報導 

年暑假，大女兒升上國中，成為八德國中的

新生。八德國中剛好位於八德重劃區附近，

這裏有許多新建的社區，這所國中的全校學生人

數約有一千多名。校內有許多聖徒的孩子，以及許

多曾參加社區兒童排的福音少年。這麼大的漁場，

就在眼前。我在弟兄姊妹的鼓勵下，與身體交通和

禱告尋求後，去年十月份家中開始了校園排。 

校園排的時間訂於每週三下午五到六點；學

生第八節下課後直接來家中，前面半小時的享受

主，接着一同用飯交通。起初，大女兒在邀約同學

的事上會膽

怯，藉着讀到

使徒行傳十六

章，保羅和西

拉被關進監

牢，仍大聲唱

詩讚美，甚至

帶獄卒和他的

家人得救的事

例得到鼓勵。

後來雖經歷同

學邀不來或答

應了卻失約的

情況，而感到

失望灰心；但藉着禱告，主讓同校學姊的姊妹也一

同加進來配搭。彼此作同伴，兩人晨興時常為彼此

的同學代禱。感謝主！到了這學期，來過家裏的國

中校園排同學，累積有十五位了。 

這一學年，每週來小排的同學人數為三至七

位，ㄧ同配搭的聖徒有三至四位。我們追求的材料

為新約聖經路加福音，配合生活上的經歷，帶領孩

子在課業或生活中應用，認識這位神是眞實並可

倚靠的主。有次讀到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至四十九

節時，同學們對裏頭的經節很有感覺。『但你們要

愛你們的仇敵，也要善待他們…』（路六 35上）、

『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的刺，卻不想到自己眼

中的梁木？』（路六 41）、『…因為心裏所充滿的，

口裏就說出來』（路六 45下），同學們覺得像是在

對自己說話，因為當時同學間有些誤會而產生摩

擦，神的話應時的幫助他們。之後我們帶着他們呼

求主名，並禱告，同學個個都開了口。願主得着這

些青年學子們，成為長存的果子。 

藉着校園排使青少年對人產生負擔，建立邀

約同學的習慣；聖徒們配搭也彼此聯絡整齊，建造

基督的身體。願主復興八德國中這座校園，能有更

多的學生聽信福音，從年輕時期就不被這世代的

洪流所淹沒，而是被主得着、被主裝備成合用的器

皿，為主使用。    （十六會所 張潘秀玲姊妹） 

 

全召會事奉成全交通聚會報導 

奉成全交通聚會於九月六日晚上、九月七日

上午，分北區和南區兩個場地進行。會中的

信息共有三篇：第一篇說到『享受基督是屬天的嗎

哪和美地的豐富，以申言建造召會』；第二篇則論

到『金香壇的代求』；第三篇是『我們需要被編組

成軍，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北區和南區兩

天各有約三百多位的聖徒參加，一同進入全召會

的負擔和水流裏。 

  在南區，釋放話語的弟兄開頭便強調，聖徒們

參加的不是一場『打負擔』的聚會，而是一場『吹

號』的聚會。在舊約裏，以色列人聽到吹號的聲音

便拔營起行；照樣，我們今天在召會中聽到號聲，

也要能起來實行。會中有四項重要的吹號：一、不

僅要有個人晨興，還要有同伴晨興；二、追求李常

受文集，抓住機會，贖回光陰，被眞理構成；三、

參加禱告事奉聚會；四、週週與聖徒一同外出福音

訪人。聽到

號聲之後，

弟兄姊妹

個個響應，

奉獻自己

在下半年

的開始，與

同伴一同

拔營起行。 

  在北區，弟兄也特別強調，藉着這次事奉成全

交通聚會而帶進的訓練，其中有百分之三十的

『訓』和百分之七十的『練』，也就是我們領受負

擔後，就需要有實際的操練，不然這些話都僅僅只

是道理。 

  有三個很重要的詞可以說明負擔：『經營』、

『代求』、『爭戰』。我們需要『經營』神賜給我們

去 

事 

南區聚會現況 

聖徒家的校園排並會後享用美味愛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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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的美地，就是要竭力追求基督，經歷基督各面的豐

富並彼此分享；實行的路就是進入李常受文集，好

讓基督的豐富能更多構成在我們裏面。我們也需

要在『代求』的事上有分，特別是金香壇上的代求，

就是為信徒的生命長大、使軍隊能以編組而禱告；

實行的路就是竭力參加禱告聚會，與弟兄姊妹來

在一起禱告。最後我們需要看見各樣屬靈的工作

都是『爭戰』；我們身處在屬靈的戰場上，在戰場

上不能是單獨的，要與弟兄姊妹一同出去傳福音

和牧養人，與神的旨意配合。 

  盼望

藉着本次

事奉成全

交通聚會，

聖徒們都

能豫備好

被數點成

為軍隊，眾

人如同一人，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爭戰。 

（十會所 趙俊倫弟兄） 

 

全召會事奉成全交通聚會蒙恩見證 

得知有事奉成全交通聚會後，非常擔心這一

週裏，因着每天要上十個小時的班，下班後

的疲累可能沒有多的餘力參加聚會。但主藉着晨

興聖言向我說話，我就操練學習放下自己的選擇，

不該以次好的取代上好的，願意來到聚集裏享受

主話的供應並受成全。 

  這次聚會中，摸着我們很需要正確的喫來被

構成。今天要成為屬天的子民，就需要喫基督作為

我們屬天的嗎哪；我們若要成為得勝者，就需要在

作美地的基督身上勞苦。雖然每天有晨興、追求屬

靈書報、一年讀經一遍的生活，但仍需要竭力追求

美地豐富的產出，進入職事的水流裏，緊緊跟隨

『李常受文集』，使我能達到信仰上的進步與喜

樂。我們必須經營基督，就是我們的美地，使我們

從祂的豐富收穫出產，帶到召會的聚會中獻上，展

覽基督的豐富，彼此分享基督，使眾聖徒與召會得

着建造。            （五會所 楊陳德珠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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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中記載，以色列人的編組成軍是藉着

數點二十歲以上的男子；在出埃及記三十

章，論到金香壇的描述以後，緊接着說到數點。所

以被數點的是生命成熟且剛強的男子，並且藉着

金香壇前的禱告而帶進編組成軍。 

  生命的長大需要藉着喫，我們需要享受基督

是屬天的嗎哪，每早晨來到主的面前有晨興的生

活。不僅如此，為要享受基督這美地的豐富，我們

還需早睡，以便早起拾取嗎哪。我們也要在基督這

美地上經營，花時間在職事的話語上，而成為能喫

乾糧的成熟男子。藉着李常受文集的出版，我們一

起進入追求的流中，忠信的享受基督，讓職事話語

構成到我們裏面，個個都能作申言者，在聚會中展

覽基督，以建造基督的身體。（八會所 蔡捷弟兄） 

事奉成全交通聚會的第二篇信息中說到，基

督是屬天的嗎哪和美地的豐富。首先從舊約

以色列人的圖畫我們看見，嗎哪是每天早晨出現

的長期神蹟；爾後進入美地，就需要經營並享受其

上出產的豐富。在新約的實際裏，在美地上勞苦就

是我們需要花時間追求基督。弟兄題醒我們，使徒

行傳多處提到主的話擴長。在召會中，我們該注意

的，不是人來不來聚會，因為這是不穩固的；我們

應該注意是否讓人得着對主話的胃口。 

  在主的恢復裏，進入眞理、成為得勝者是神所

託付我們的使命。主恢復中滿了眞理，我們是否願

出代價進入『李常受文集』這當前的負擔裏呢？我

們願否陪更多的人一同進入這些話，享受包羅萬

有的基督呢？願我們都蒙恩典，讓主的話在我們

中間能大大的擴展，並且得勝，召會的人數繁增！ 

（十會所 李永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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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藉由在南區的事奉成全交通聚會，將

基督身體的負擔傳輸到聖徒裏面。弟兄們交

通到，這是一個吹號的聚會，我們要編組成軍，一

同爭戰往前。藉着每日的晨興，我們喫基督作嗎

哪，使我們得着供應。但若要被構成，經歷包羅萬

有的基督作我們的美地，在其上生根、被建造並長

大，我們還需要竭力進入職事信息的豐富。 

  讚美主，弟兄們交通到李常受文集有一百三

十八冊，一個人追求時間體力有限，但我們可以團

體的進入職事的說話。當我們一起聚集，有的分享

一九六三年，有的分享一九六四年，將所享受的話

共同分享，我們就能彀更進一步得着美地豐富的

出產，使我們一無所缺。阿利路亞！主將祂自己豐

豐富富的啓示給我們，求主給我們實行的恩典，成

為神忠信精明的好管家。 （十會所 張翔皓弟兄） 

在 

在 

在 

感 

北區聚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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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卸下憂慮，與主聯結 

未得救前，我是個滿了愁苦、憂慮和重擔的

人。因着要服事一個九十歲的婆婆，打理家

中大小事務，和孩子們之間沒有交集，以致親子關

係疏離，經常不知所措，相當無助。甚至多次求助

於張老師（心理輔導團體），但問題仍未改善。 

於是，我求神問卜，找了通靈的，都說風水不

好，祖先有問題，要祭拜超渡。有的師父說家中磁

場不好，不適合居住，叫我們搬家；有的師父說因

為我們從母姓不好，要從父姓比較有保佑。最後，

我們連姓都改了，花了很多錢，走了很多冤枉路，

卻沒有任何果效，眞是走到了人生的盡頭。就在走

投無路時，女婿傳福音給我，簡單接受了神，當天

受浸得救，歸入主名。 

信主後，雖然環境沒有變，但是我改變了，變

得喜樂了。因為有主耶穌，我學會在日常生活中聯

於主。聖經說，『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

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太十一 28）。感謝主，

我將凡事交託給主，常與主說話。洗衣服時跟主

說，『主阿！洗去我的愁

苦罪污』。騎車時會說，

『主阿！與我同車，與我

同騎，保守看顧我，出入

平安，出入都蒙福』。每當

有難處便立卽轉向主、仰望主並呼求主名；過了數

分鐘，心裏自然有平安、有力量，經歷主作我的信

心、安慰與穩妥，也作我每天生活的幫助和指引。 

聖經說，『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

祂顧念你們』（彼前五 7）。主醫治我長期的失眠，

因着每天睡前向主禱告說，『哦！主耶穌，你是我

的救主，我需要你，我要住在你裏面，你也住在我

裏面，我必安然居住，安然入睡，主阿，與我同在』。

禱告同時，不知不覺就入睡了；主是大醫生，祂醫

治了我。後來，婆婆、先生和女兒也陸續受浸得救。

我和家人每天都滿了喜悅。我們操練天天讓主耶

穌作王掌權，享受主作我們的平安喜樂，享受滿滿

的恩典和祝福。      （四會所 邱周淑如姊妹） 

書報導讀

經歷基督（第十一至十二篇） 

信息主題 

第十一篇論到『因基督將

從前以為是贏得的看作虧損』；

第十二篇論到『以認識基督為

至寶』。 

信息要點 

  一、腓立比三章二至三節

有三個對比：犬類與那靈成對比、作惡的與在基督

裏誇口的成對比、妄自行割的與不信靠肉體的成

對比。 

二、腓立比三章七至八節中三次出現的『因』

字。保羅因基督，就將從前以為是贏得的事看作虧

損；因他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就將萬事看作

虧損；因主基督耶穌，他已經虧損萬事，看作糞土。

這與五至六節中三次出現的『按』字成對比：按律

法，按熱心，按律法上的義。 

實行要點 

一、我們要經歷基督，就必須學習將從前對我

們是贏得的看作虧損。惟有憑神的靈事奉，在基督 

耶穌裏誇口，不信靠自己的肉體，我們若對這三件 

事有異象，就立下了經歷基督的美好根基。 

二、再好的事奉，若是沒有神的靈，也不過是

犬吠而已。離了基督，甚至最好的事在神眼中都是

惡行，包括我們的愛、謙卑和忍耐。我們也需要看

見，神對我們的肉體沒有興趣。我們若看見這點，

就不會信靠肉體。 

三、保羅在往大馬色路上的經歷以前，沒有對

基督寶貴的認識。但有一天，他的眼睛被開啓，看

見對這位奇妙者之認識的寶貴。因着這寶貴，保羅

說，他將萬事看作虧損，因他以認識主基督耶穌為

至寶。當保羅還在猶太教這些『犬類』中間的時候，

他需要狗食。但當他成了活神的一個兒子時，他就

不再需要狗食了。他有更好的食物取而代之，就是

基督自己這奇妙的人位。 （五會所 高啓瀚弟兄） 

在 

一、 請為 10/12（週六）上午在一會所的弟兄相調

特會代禱。 

二、 請為 10/17~11/2 全臺共五梯次的姊妹集調蒙

恩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