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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一篇 申命記的內在意義─一卷論到基督的書 

命記是律法書總結的話，是摩西所寫聖經頭

五卷書（摩西五經）包羅一切的結語。申命

記，Deuteronomy，意思是『第二律法』，因此表徵

對神聖律法的複述、重申。律法頭一次是藉着當時

八十歲的摩西頒賜的（出七 7）。四十年後，除了

迦勒與約書亞，第一代的人都已故去，摩西再次向

以色列人講述律法，而這次講述的對象是豫備好

要進入並據有美地的第二代。這一代大部分的人

未曾在西乃山親聆十誡、律例和典章的頒賜。因

此，神使摩西有負擔複述、重申。這複述乃是重新

訓練長期飄流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豫備他們進

入神所應許的美地，承受這地為產業（出三 8）。 

我們若要完全據有基督作美地，就必須謹慎，

免得有不信的惡心（來三 12）。我們要跟從迦勒和

約書亞的榜樣─他們滿有信心，他們能告訴百姓

説，『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罷，因為我們足能得勝』

（民十三 30）。我們若要完全據有基督作美地，就

必須提防怨言（不滿和袐密的唧咕、牢騷與抱怨）。

我們還必須提防因風俗影響而『衰萎』，失去了屬

靈的新鮮。我們要儆醒，絶不向神發怨言，如以色

列百姓所作的一樣。我們必須唱詩讚美祂。不管道

路多麼崎嶇難走，不管你遭遇甚麼艱苦，總要向主

讚美。這是得勝的路。 

兩代的以色列人不僅該由字面來解釋，也該

按豫表來解釋；第一代豫表我們的舊人，第二代豫

表我們的新人。神的經綸是要我們的舊人（外面的

人）被銷毀，並且我們的新人（裏面的人）日日被

更新。我們許多人能見證，自從我們進到主的恢復

裏，就有一種新陳代謝的改變，在我們裏面進行。

這改變就是舊人死去，新人長大。這乃是在生命裏

長大，在生命裏變化，把我們引進對基督作我們美

地的享受。 

我們將申命記三十章十一至十四節和羅馬書

十章六至九節擺在一起，就有一幅關於基督的完

滿圖畫。在這幅圖畫裏，我們看見基督成為肉體，

祂被釘十字架而且埋葬，祂下到無底坑，祂從死人

中起來，祂在復活裏成了那氣，就是賜生命之靈；

我們説整卷申命記都揭示基督，乃是基於此。因此

基督成了活的話，就是那靈，在我們口裏，也在我

們心裏。猶如空氣、氣息，可以給我們接受到裏面；

祂旣親近又便利，藉着我們呼求祂，就給我們接

受，作我們生命的供應、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一切

（羅十 12〜13）。 

申命記八章三節説，『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事』；在馬太四章四

節，『一切事』被『一切話』所頂替，指律法、誡

命、律例和典章，就是從神口裏所出的話。我們若

將律法的每一部分─所有的誡命、典章、律例、訓

辭和判語─當作我們所愛之神呼出的話，我們就

會有律法作神活的話。我們若愛神，謙卑自己，把

律法當作神活的話，藉以接觸祂並住在祂裏面，律

法就要成為管道，藉此將神聖的生命和本質傳輸

給我們，作我們的供應和滋養，並使我們自然而然

過彰顯神且符合祂律法的生活（羅八 4）。 

申命記二十七章一至八節所描繪美地入口的

景象，包括石頭立的碑、祭壇和供物；這一切項目

都豫表基督。這美妙的景象顯示，我們乃是藉着要

求的神、基督的十字架、和作供物的基督自己，不

是藉着自己的努力，得以進入基督─我們的美地，

領受神在基督裏所要給我們的一切福分；這一切

福分就是具體化身在基督裏並實化為那靈之經過

過程的三一神自己（加三 14 註 4）。願我們都看見

這個有碑、祭壇和供物的美妙景象。我們若有這異

象，就必會説，『為着神，為着基督的十字架，為

着基督作我們的救贖主和代替，阿利路亞！』阿

們。                         （黄志輝弟兄）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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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會所召會生活（元旦晨興）蒙恩報導 

○二○年第一道曙光，交織着眾聖徒情愛奉

獻的禱告，在這一刻，惟有再次更新奉獻：

『主耶穌阿！我願將起初的愛，上好的愛，獻上給

你。主恢復的康莊大道，要應驗在我們這一代身

上，主耶穌阿！願你快來』。 

一個月前，卽計畫帶着聖徒到石門水庫壩頂

晨興，帶領聖徒在新年的起頭，一同更新奉獻。羅

馬書十一章十一節：『所獻麵團的頭一部分若是聖

的，全團也是聖的』。我們對主起初的愛，必定是

上好的愛。十二月底冷冽的寒流，加上多日綿綿的

陰雨，外在的環境不斷逼我們到主前禱告，求主為

我們豫備一個好天氣。 

一月一日清晨，主調度天氣，雨停了，氣溫十

四度。清晨五點鐘，抵達會所，裏頭燈火通明，聖

徒們早已準備好，迫不及待要在今年的起頭更新

奉獻，隨卽出發前往。清晨六點鐘，抵達水庫壩頂，

週遭漆黑一片。諾大的水庫，聖徒們在那裏？耳邊

傳來，主耶穌！主耶穌！熟悉的禱告聲音。順着此

聲一路找尋，在壩頂平臺，早已聚集五十多位聖

徒，或個人、或小組的在主面前禱告，更新奉獻。 

在這段個人

禱告的時間，早

已忘了外面寒風

的吹襲，裏面飽

享主暖暖的愛，

這一刻眞經歷主

愛的激勵，離主

好親、好近。 

清晨六點三十分，越是接近日出時間，禱告的

聲音更是浩大，不知何時，已從個人的禱告轉為團

體的禱告，禱告呼求聲此起彼落。天空漸白，禱告

羣眾的臉孔逐漸清晰，我看見一位一位青年聖徒，

大聲的禱告，迫切的將自己奉獻給主。 

曙光初現，元旦旭日，這麼多青年人向神獻上

馨香之氣，這一幕一幕，如主僕李常受弟兄看見的

康莊大道，旭日東升，前途無限的光景，持續應驗

中。願主繼續得着今時代的青年人，復興之律來

臨，晝夜循環不息；隨時隨地洋溢讚美，福音徧傳

四極。團體神人生活，在地如同在天，求主時刻保

守我們，新鮮直到主前。（十會所 鄭廉勲弟兄） 

 

秋季聖徒成全結業展覽聚會報導 

年十二月十八日週三上午，是全召會聖徒成

全結業的展覽聚會，原先報名二百三十多

位，實際參加的聖徒是二百七十多位，增加的這四

十多位聖徒，乃是眾人勞苦的邀約，以及主作聚會

的中心與吸引人的因素。 

早上約八點半多，聖徒們絡繹不絕的到來，會

前彼此愛中關切、問安，眞有基督身體實際的顯

出。展覽時，南區、北區相互分享與見證，更是將

基督分賜給眾聖徒。 

申言班説到如何申言，只説一個重點，最重要

的是『主動操練』。歷史班藉由召會歷史得知，如

何長久留在召會中，祕訣就是沒有野心，要清心，

單單要主。書報班是從腓立比書來看如何經歷基

督，首先是在我們的靈裏，然後不是在聚會中，乃

是在生活中經歷；藉着一些的環境，使我們顯大基

督而活基督。而讀經追求方面，詩篇則是將我們從

個人對人事物的反應中，引到對基督、召會、神的

國的實際裏。 

當聖徒們在臺上見證時，臺下聖徒們都樂意

的接受分賜，專心聆聽聖靈的聲音，如同帖撒羅尼

迦前書五章十九至二十節説到，『不要銷滅那靈，

不要藐視申言者的話』。感謝主，藉由聖徒的進入

與分享，使弟兄姊妹同得格外豐富的供應，在眞理

上也更被成全與裝備。 

最後藉由弟兄們的加強，看見召會生活實際

的路乃是禱告，就把我們帶到禱告的負擔裏；禱告

管制地上一切發生的事，禱告把主帶回來。會後全

召會一同用餐相調，彼此訴説恩典、安慰和鼓勵。

願主得着我們，藉着禱告成為得勝者，把主迎接回

來。                  （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 

二 

去 

聖徒們元旦晨興合影 

聖徒見證在成全聚會中得到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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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秋季聖徒成全結業展覽聚會蒙恩見證 

們讀詩篇時，要在詩人的意境裏讀這一卷

書；詩篇不是一卷教訓或道理的書，乃是照

着神聖觀念而有神聖啓示的書。它揭示了基督、神

的殿、神的城，以及神要恢復祂對地的主權。這位

永遠無限的神，親自成為肉體、經過人性生活、釘

死、復活、升天成為賜生命的靈，產生了召會，就

是神的殿。作為神的殿的召會，得着加強並擴大，

就成為神的城，就是神的國，至終完成於新耶路撒

冷。阿利路亞！感謝召會有這樣的成全訓練，使我

們能享受如此豐富的信息。我願持續參加成全訓

練，作主瘋狂的愛人，迎接祂的回來。 

（八會所 董吳垂幸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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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我參加很多次的成全聚會，這是第一

次到申言班學習。平常讀晨興聖言，總是讀

不出綱目與每日信息裏面的思路和重點。藉着申

言班弟兄們的解開，使我能彀明白每篇綱目的重

點與思路，並摸着其中的負擔。在生活中，藉着不

斷的思想信息的重點與負擔，而操練心思置於靈。 

這學期被安排一次申言操練，我落入魂裏一

直想着要如何交通信息，那使自己無法享受神。感

謝主，在申言班的學習轉我的觀念，需要在進入主

的話時，求神憐憫，開啓裏面的眼睛，並給我智慧

與啓示的靈，能清楚明白所讀的。還需要用靈好好

的喫喝主話，讓話中的靈滋養、浸潤，並在生活中

經歷神的話，再照着啓示及靈裏的摸着來寫申言

稿。此外，也要藉着操練禱研背講，將高峯的眞理

一點一點的構成在我裏面。而能在申言的操練上

更往前，好盡肢體的功用，建造基督的身體。 

在申言班的成全，讓我知道如何花功夫進入

主的話，主的話對我不再僅僅是客觀的知識，而是

更實際的調到生活裏，使我有主觀的經歷。盼望弟

兄姊妹也都能來申言班受成全，享受更豐富、更深

的祝福。阿利路亞！  （五會所 王洪麗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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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學期，召會歷史班所追求的『歷史與啓示』

裏提到：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臺灣

眾召會經歷了一次很大的風波。造成這次風波主

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有些年輕的同工有權力地位

的野心；第二，史百克弟兄沒有照着羅馬書十四章

所説的，聖徒要彼此接納的原則，保守身體的一。 

李弟兄的交通給我們看見，實際上，在一九五

七年，史百克弟兄第二次來臺前，問題就已經潛伏

在這些年青人中間。就好比他們身上已經有了『傷

風』的細菌，被史百克弟兄所帶來的『風』一吹，

使主的恢復受到無法補救的虧損。 

  因此李弟兄題醒我們，在屬靈的追求上要注

意三點：第一，心要乾淨；第二，不要奪天下；第

三，眞正接受十字架的破碎。並告訴我們：『主祝

福的原因乃在於人要異象清楚，心純潔。如果人的

異象不清楚，心又不清潔，主仍然有辦法往前，只

是祂的時間可能會受延誤，直到有人看見異象，肯

出代價，心裏純潔，主的祝福就要再度傾倒下來』。 

（九會所 郭李玉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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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主四十年，對於召會歷史深感興趣，因可鑑

古知今，調整自己該如何走主的路。當李常受

弟兄來臺交通，主恢復六十年的歷史與啓示時，我

是召會的新鮮人，對於召會不甚認識。當聽到李弟

兄説：『你們年輕人，第一，心要乾淨清潔；第二，

不要有野心；第三，要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和身體的

平衡與保護』。這些話至今仍言猶在耳，也成了我召

會生活的圭臬，不論去那，這些話深刻於心。 

感謝主，這個看見使我能在召會中，得着基督

豐富的供應。晨興聖言説到，分賜基督就需要被基

督充滿；再從召會歷史看見，走主的道路是需要出

代價的，只有這樣的召會生活纔能存到永遠，只有

那些願意走到路終的纔是得勝者。弟兄姊妹，你願

意作得勝者麼？作得勝者，就要心乾淨、清潔，沒

有野心奪天下，接受十字架的破碎和身體的平衡

與保護，在召會中與弟兄姊妹彼此相愛、互相扶

持。這個就是我們在召會中能彀走到路終的祕訣。 

（十九會所 孔劉常靜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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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五十八年，我在中壢受浸。大學四年住弟

兄之家，畢業後回到高雄就沒聚會，有四十

年之久。然而主安排環境，讓我今年初恢復了聚會。 

今年初恢復聚會，又參加週三的聖徒成全聚

會的書報班，這帶給我很大的衝擊。尤其主讓我看

見，自以為的成就，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詩

九十 10），在眞實世界裏沒有人記念。對於一個已

七十幾歲的人是非常敏感的。進而證明保羅所説

萬事糞土、基督至寶是眞理。求主指教我怎樣數算

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求主賜我智慧

和啓示的靈，認識基督，贏得基督，以祂作為我的

至寶。              （十二會所 簡進賢弟兄） 

我 

感 

在 

我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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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我已嘗到主恩滋味 

想年輕時，很喜歡讀詩，讀到名作家席慕蓉

的詩，有一段話：『為何不讓我遇見你，在我

最美麗的時候』，令我莫名的憂傷。總是感慨年華

老去，將變老變醜，就該是我生命結束的時候；卻

寧願死去也不願意醜陋、衰老的活在世上。特別讀

到紅樓夢林黛玉葬花的這段，彷彿看見了自己的

另一面鏡子，不禁悲從中來。 

然而，追求這些世間的、肉身的、終究會朽壞

的事物，只會讓人生感到虛空中的虛空。直到大學

信主之後，林後四章十六節説道：『所以我們不喪

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裏面的人

卻日日在更新』。當下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外面的

人本來就會朽壞，會衰老；但感謝主，我們裏面有

一個的人─就是基督。當我享受祂，便日日更新，

生命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像主，越來越美麗。因為

主耶穌是世上最美麗的一位。 

『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

漫；…神卻曾應許：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

信主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事事順心如意。三年前

不幸罹患乳癌第二期，透過

弟兄姊妹的介紹，安排在臺

北振興醫院準備開刀。當自

己被送進手術室的一霎那，

所有愛我的親人、弟兄姊妹

只能被隔離在手術室外面，

此時此刻，惟有一個人，名叫主耶穌，能陪我一起

上手術臺。在受苦之時，也只有祂與我眞實的同

在；因為神是靈，祂能彀進到我全人的最深處，安

慰我、幫助我經歷每次的苦，感謝主！那次的手術

順利成功，對我來説，實在是嘗到主恩的滋味。 

我所相信的主，就在我裏面，只要呼求祂，祂

不僅在我的口裏，也在我的心裏。雖然前面道路艱

辛難走，但主作我的信心和力量，仍然奮勇向前。

我知道凡事臨我，祂有美意不必測，主親自對我

説：『孩子不要怕，你們雖然在這世上有苦難，但

在我裏面有平安』，因為當神關了一扇門，祂必為

你開啓另一扇窗。  （十八會所 房馬萱蓉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一冊─成全訓練（第六至七篇） 

信息主題 

第六篇是『支配你來對付

意見的因素』。第七篇是『如何

剝除己來對付意見』。 

信息要點 

  一、我們怎樣纔能沒有意

見。就邏輯來説，我們可以説，

我們必須對付自己的意見，勝

過自己的意見。但就經歷來説，卻沒有這樣的事。

如果你有辦法征服你的意見，那個辦法就成了一

個取代的意見。 

二、神不要別的，神只要基督同召會。祂不要

你的屬靈、聖潔、禱告、美德。祂也不要你的才幹、

能力、智慧、聰明、技巧、忍耐。你必須看見基督

是一切的異象。『意見可以當作基督以外一切事物

中最主要的東西』。 

三、神要我們憑基督而活。每當你想憑自己而

活、與人交談、行事為人，你裏面立刻就會定罪你。

這種定罪證明你是在光中，看見了異象。接着，你

必須呼吸基督（帖前五 17）。完全在於深深的操練

你的靈。你得了充滿而且湧流出去以後，就根本不

可能有意見了。你所有的意見都消失了。 

實行要點 

一、治療意見的解毒劑就是那靈（羅八 2）。

我們越長大，就越堅持己見；我們越有經歷，就越

有意見。我們無法脫離意見，因為我們自己就是意

見。惟一的救藥便是那靈，而那靈需要一種應用，

就是我們不住的禱告。沒有那靈，我還是我。 

二、我們必須留在祂裏面，絕不離開祂（約十

五）。己的剝除在別的時候沒有果效，在任何時候

都沒有果效；惟有你住在主裏面的時候纔有果效。 

三、意見就是離開神的我們（加二 20）。己的

剝除單單是由那靈產生出來的。那靈和我們不是

分開的，我們已經調和在其中。我們不但與祂調

和，並且調到祂裏面的時候，祂就成了良藥。 

（一會所 翁世文弟兄） 

回 

一、 請為五會所內壢高城生活圈開展成立新會所

代禱。 

二、 請為 2/2新春特會，北區在住都大飯店，南區

在中原大學中正樓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