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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四篇 那地的美好─其礦物 

篇信息給我們看見的不僅是礦物的豐富，也

説到礦物是我們享受美地豐富的結果。美地

的豐富以特定的順序陳明出來，指出我們對基督

的經歷不同階段的進展、路線和方向。 

建造與爭戰總是並行的；我們若要有建造，就

必須準備爭戰（太十六 18，弗二 21～22，四 16，

六 10～20）。每當我們看見神的建造，就有爭戰。

在馬太十六章十八節，主耶穌説，『我要把我的召

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她』。主説

到祂要建造召會，隨後就説，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她。這指明那裏有召會的建造，那裏就有陰間的門

要拆毀這建造。但是讚美主！陰間的門不能勝過

建造的召會。所以當我們對召會的建造有了負擔，

就要豫備好從事屬靈的爭戰。我們若是眞正關切

神的建造，就必須準備爭戰。撒但懼怕神的建造，

因為神的建造至終要擊敗他。所以，那裏有召會的

建造，那裏就有撒但的攻擊。 

為着建造，我們需要材料，為着爭戰，我們需

要兵器；這些全靠石頭、鐵、山和銅。為着建造，

我們需要剛強、堅固的材料；我們需要經歷這位基

督扎實、堅實的一面。 

基督和信祂的人都是為着神建造的石頭。我

們在基督裏並藉着基督成為活石，被建造成為屬

靈的殿。我們從前是污穢的罪人，因着得救，人生

有了改變，現在我們罪得赦免，蒙神稱義，滿了喜

樂。僅僅領會我們是蒙救贖的罪人還不彀，還需要

看見我們都是活石。耶穌基督是活石，我們也是活

石。我們正在變化的過程中，好使活石基督構成在

我們裏面，把我們作成活石，為着神的殿。 

鐵表徵基督的權柄（詩二 9，啓十二 5，太二

八 18）。我們需要領會，在屬靈的爭戰中，我們不

是與血肉之人爭戰。因此不在於我們有多強的能

力或火力，而是在於我們有多少權柄。我們需要經

歷基督作鐵，作眞正的權柄。當我們活在復活裏，

否認天然的生命，聯於基督時，就會進入一個從未

經歷過的範圍；神正在等待我們進入這範圍，運用

屬天的權柄，與祂一同作王掌權。 

基督是復活並升上高處的那一位（徒二 32～

33，弗一 19～21，四 8，10），祂乃是高山。神高

舉祂，使祂成為至高，地上沒有一個元首高過基

督。我們的基督乃是高山，祂復活且升到三層天

上。祂在升天裏正式被立為全宇宙的主和基督。我

們需要經歷復活並升天的基督，與祂同在高山上

從事屬靈的爭戰。 

應用基督作銅，就是看見祂是完全的一位，發

光的一位，是受試驗並被驗證的一位（弗六 11）。

不要想靠自己作一個正確、完美的人。我們只該仰

望那位受過審判、試煉並蒙稱許的基督。我們需要

被銅包裹。我們需要這位受過審判的基督保護我

們的心思，脫離古怪、虛妄、不受約束的思想。我

們需要銅，就是這位受過審判的基督來遮蓋我們。 

以色列人守逾越節，豫表信徒赴主的筵席，記

念主作他們的救贖主和救主。每一次守逾越節都

是題醒以色列人，大能的神如何救贖他們，拯救他

們出埃及，脫離法老的暴虐。同樣，我們來到主的

筵席上，也應該有一種感覺，這不是例行公事或宗

教儀式，是主救我們脫離罪，脫離舊人，脫離世界。

每週我們能有分於主的筵席，不是一件小事，我們

怎麼能前來卻不開口讚美主？主所賜的救恩是何

等大！這也是豫備我們能爭戰得勝。 

要據有美地，我們需要對付肉體，享受主的筵

席，享受包羅萬有的基督作美地的出產，並看見基

督作我們爭戰的元帥（書五 2～15）。盼望主用這

篇信息向我們説話，使我們禱告：『主阿，求你使

我在對你的經歷上往前，不僅享受你作水，作糧

食，也經歷你作石頭、鐵、山和銅』。惟有如此，

我們纔能在神的建造上有用，纔能豫備好與神的

仇敵爭戰。                   （郭明貴弟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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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三會所公園兒童詩歌闖關活動蒙恩報導 

十二月二十四下午，主賜給我們一個風和日

麗的天氣，也是我們在中正公園兒童詩歌闖

關之日。有的兒童在公園玩遊樂設施，當弟兄姊妹

及十一會所聖徒在那裏吹氣球、彈吉他、唱詩歌、

準備獎品及佈置闖關時，孩子及家長都被吸引過

來，一同來唱兒童詩歌。公園裏的孩子家長不少，

闖關活動共有四十四位兒童（含二十六位福音兒

童）及四十八位弟兄姊妹一同參與，整個過程歡笑

聲、加油聲不斷，眞是喜樂！ 

一位聖徒的孩子回憶：那天我們有三個關卡，

邀請小朋友來闖關，也使弟兄姊妹能與兒童的父

母談話，邀請他們參加各區的兒童排以及主日聚

會。我們全家人在公園裏擔當第三關的關主，帶着

一羣的小朋友唱詩歌和玩遊戲，十分喜樂。希望下

次還能舉辦類似的公園活動。 

另有聖徒分享二點蒙恩：一、與四歲兒子一同

配搭擔任闖關遊戲的關主。在豫備過程中，看見兒

子開心的製作福音道具，認眞的學習詩歌及動作；

就連平日接送上下學的途中，也都如此愉快的練

唱詩歌，大人靈裏感受到孩子的專一與單純。就如

馬太福音所説，要回轉像小孩子一樣，纔能進諸天

的國。感謝主讓我和孩子為着福音的行動，先受了

成全並得蒙光照。二、對於家中讀小五的哥哥，一

同配搭關主前，事先邀他服事並交通，因着正值叛

逆期就回絕了我。每

次和姊妹們晨興禱

告時，把此事帶到禱

告中求主記念。活動

當天，這位不按牌理

出牌的哥哥，竟然説

要去當關主，不然就

不去。可是他連詩歌

動作都沒練習過，如

何配搭關主？感謝

主給他恩典，學習任

何事都快，加上平時

的兒童排生活，使他

快速學會。過程中，自己享受和孩子們的互動。 

走到戶外接觸人是必須的，大家在身體裏一

同配搭是輕省的。藉着兒童詩歌來接觸人，弟兄姊

妹願意投身流中，便一起蒙福。最寶貝的是，聖徒

的孩子平常不怎麼起眼，當天擔任關主卻個個竭

力，且有耐心帶領更小的幼兒進行活動。孩子們藉

由照顧的過程，生機的功用就被啓發出來，讓我們

深深體會以弗所四章十六節所説盡肢體的功用。

感謝主，願我們都成為那豐富供應的節。 

（十三會所 柯貝德弟兄、何積忠弟兄、 

張吳杼庭姊妹、兒童 鍾念恩） 

 

全召會大專期末特會暨錄影訓練報導 

召會大專期末特會於一月十二日至十九日，

在九會所舉行。這一次的特會，與社區錄影

訓練及清晨班禱研背講結合，也到內壢高城社區

與全時間訓練學員、聖徒們一同配搭開展。特會內

容相當豐富，與會的大專聖徒共計四十位。 

這次期末特會的主要負擔，就是進入冬季訓

練的主題：『申命記』。每天早晨六點半至七點半，

大專聖徒

一同到二

會所，參加

申命記結

晶讀經禱

研背講，操

練講説主

的話，也和

聖徒多有

認識和相調。而週末及週間晚上，就和九會所的聖

徒一同進入錄影訓練，完整的接受弟兄們的傳輸，

也詳細的勤作筆記將所享受的記錄下來。 

然而，為了使大專聖徒能更進入對主話的認

識與享受，特別安排兩堂聚會的時間，讓他們編成

小組，研讀申命記生命讀經，並每天安排展覽時

間，讓他們能彀向同伴分享，也能彼此激勵，因主

話而歡樂！ 

除了眞理方面的成全之外，還有生命及福音

開展的成全。每一天都有一篇生命系列的信息，使

大專聖徒分成小組進入，讀完後有一段時間個人

禱告，並將禱告的摸着記錄起來，幫助大專聖徒建

立與主親密情深的關係。每天下午，大專聖徒就前

往內壢高城社區，與全時間訓練學員和各會所聖

徒一同配搭開展叩門。在叩門前，所有人一同唱詩

享受，學員豫備叩門的成全，幫助大專聖徒突破自

在 

全 

學生與社區聖徒一同進入錄影訓練 

闖關活動及公園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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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己的害怕和限制，勇敢的按下電鈴，操練與人傳講

主的話，甚至邀約參加福音聚會。許多學生因此越

發放膽，在身體裏配搭，每一位都盡上自己的功

用，不斷突破他們天然的個性。 

求主繼續祝福這些大專聖徒，不僅建立對主話

的渴慕，找同伴一同研讀、彼此對説，也能突破個

性的限制，盡功用

與弟兄姊妹配搭

開展叩門，將所享

受的向人傳輸！ 

（九會所 黃享惠

姊妹） 
 

全召會大專期末特會暨錄影訓練蒙恩見證 

着剛得救不久，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專期末

特會。在參加前，覺得這個聚會一定很辛苦，

因為我不習慣乖乖的坐着、認眞上課或讀書，比較

喜歡動態活動。但是感謝讚美主，我來到這個訓

練，眞是覺得主加力給我，使我在研讀申命記時，

雖感到有點難懂，但是裏面卻不抗拒，反而覺得喫

主的話好喜樂！好有活力！ 

在聚會裏，最喜歡的部分就是個人禱告。以前

雖然也有個人的禱告，但是這次經歷跟已往不太

一樣，我覺得靈被主碰着，也對主話有更深摸着，

使我主動上臺和大家分享。甚至為了申命記信息

的展覽，花了六個小時去研讀聖經，感謝主！ 

（四會所 葉皓彰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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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訓練，在一堂生命課程中説到：『我們有

靈，並且要操練靈』。雖然是一句極簡單的

話，我卻被摸着了。回想在這學期的所有操練，似

乎就只是知道『我有靈』，但『操練靈』的次數卻

不多，心裏實在對神感到虧欠。 

然而，感謝主，這篇信息題醒了我，要我看見

這樣的光景：我的靈若不活，我就無法跟主在生活

中有實際且親密的交通。今天我們若要成為得勝

者，我們就要天天操練運用靈、到主的面前，在所

有事上都照着靈而行。生活中被分別，且與主有越

來越親近的交通，直至全人被主話浸透並被聖別。

操練靈應是我們的生活。感謝主將我擺在受限制

且滿有操練的環境，有許多同伴陪我一同跑屬天

的賽程，讓我能繼續操練，不懈怠！ 

（四會所 黃加恩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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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記和民數記給我們看見，神為我們設立庇

護城，這庇護城就是基督自己。或許日常生

活中，時常與主不是一靈，常在自己的肉體裏，照

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但如今有基督作我的庇護城，

我需要逃進基督裏，使祂作我的庇護、作我的人位，

使我回到靈裏，操練自己的靈，使我的操練是從靈

裏發起的，在靈裏生活行動！我要操練一直活在靈

裏，而不是在自己裏面。 （九會所 黎志祈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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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摸着這次申命記的第五篇信息説到，神的

子民需要與神的所是相配，甚至有一個柔細

情愛的關係。我們是人，與神有天大的差別，但我

們一得救就有祂的生命在我們裏面，並被祂聖別，

能與祂相配。在人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卻凡事都

能，前提是我們要尊重神的行政，服從神的管治。 

錄影訓練時，弟兄的話題醒我，我們常常聽到

要愛神，然後能享受祂的一切美善，但我們卻忽畧

這前提是要敬畏神，服從於祂的行政管理。光憑自

己去愛神，反而無法獲得享受，在進入與神的親密

關係前，繞了不必要的路。我們需要的是讓基督供

應我們，維持我們，連愛神這件事上都要憑祂來作。

這也是我所需要學習的。 （九會所 鍾孟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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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特會的每一天都去叩門傳福音，也是我第

一次叩門。第一天去高城社區配搭叩門時，

我們這隊沒有遇到敞開的福音朋友，讓我有點灰

心，害怕不知道要怎麼配搭叩門。 

在第二天的外出，叩到了一個門戶，主豫備一

位敞開的阿嬤。她一看到我們就好喜樂，願意跟我

們一起呼喊『哦！主耶穌！』，甚至邀請我們進入

她家裏，向着牆上的

照片介紹她的先生和

兒女。她雖一人住在

桃園，卻惦記着在各

地打拼的孩子們。阿

嬤是閩南人，聽不太

懂國語，我們唱了兩

首臺語詩歌。後來藉着弟兄邀約受浸，阿嬤就簡單

的答應受浸。非常開心可以看到阿嬤得着這上好、

永遠的生命！主耶穌眞的很愛她。願主不只得着

阿嬤，更要使她的家人都能彀認識主！ 

（九會所 柯上愛姊妹） 

因 

這 

申 

我 

期 

學生與學員、聖徒配搭高城開展 

叩門進家裏帶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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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 

生長在傳統的祭拜家庭。家裏第一個信主的

是大姊，她常常向我傳福音，要我先相信主，

再帶全家得救，但當時不覺得有所需要。直到二○

○一年十月，我的寶貝女兒騎車遇到車禍而喪生，

全家頓時陷入痛苦中，傷心不已。我的大姊立刻聯

絡召會的幾位姊妹來看望我們，並邀請我參加福

音聚會。 

第一次踏入會所，我遇到了主，主親自安慰

我，使痛苦轉為喜樂，當天欣然受浸得救。二年後，

我的大兒子也得救。後來我因着工作需要加班，缺

少與聖徒的聯結，沒有繼續過召會生活。直到二○

一八年，弟兄姊妹陸續來看望、顧惜我，並邀我參

加同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二十一會所成立聚會，從

此便穩定過召會生活。 

因着先生尚未信主，家中有擺放偶像，我迫切

為着這樣黑暗的權勢爭戰禱告。沒多久，先生的身

體出了狀況，有輕微中風，我就提出拆偶像的建

議，先生竟答應了。讚

美主！基督得勝！清

除偶像後，家中充滿明

亮和清爽，並且家打開

有分於小排聚會。先生

身體漸漸好轉，之後也

參加了福音聚會。 

詩篇三十四篇十八節：『耶和華靠近傷心的

人，拯救靈裏痛悔的人』。主藉着環境拯救我們這

一家，使我們從憂傷痛苦中，得着安息、喜樂和滿

足。如今，每早晨是我最喜樂的時光，渴慕讀經享

受主的話語；若不讀經，好像有所缺。此外，每天

觀看李常受弟兄的視訊數篇。而每週四還參加姊

妹們的讀經追求，藉此得以相互扶持代禱，是我所

殷切企盼的聚集。現在主日聚會中，能勇敢站起來

操練申言，眞是讚美主！實在是何等甜美、喜樂的

召會生活。      （二十一會所 楊謝秀香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一冊─成全訓練（第十二至十三篇） 

信息主題 

第十二篇論到『缺少為着

建造身體的活基督』；第十三

篇論到『實行活基督』。 

信息要點 

  一、一方面，我們不活基

督；另一方面，我們日常生活

的結果並不太多為着建造基

督的身體。基督的身體只是一個名詞，而建造基督

的身體只是一種知識。雖然我們可能有禱告、有禱

讀，我們可能愛主，我們的生活可能不在世界中，

可能不犯罪，可能相當敬虔、虔誠，然而我們應當

查看實際上有多少基督在那裏？你應當查看你的

日常生活裏有多少基督？以及你的日常生活會產

生出多少身體的建造？ 

二、對付你乖僻惟一的辦法就是活基督。當你

活基督的時候，就不再活自己，你的乖僻就會消

失。只要你活自己，就會有乖僻。當你活基督時，

你就不活自己；自然而然，乖僻就了結了。無論你

是耿直的、古怪的，或是普通的、平常的，都不要

對付你的乖僻。只要你不活基督，你的乖僻就在那

裏。忘掉你的乖僻罷，只需要實行一件事─活基

督。保羅説，『因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腓一

21）。保羅得救以前，實行活律法，他無論在那裏，

人都發現他在律法裏。但他得救之後，他渴慕被發

現在基督裏面。他怎樣纔能被發現在基督裏面？

沒有別的路，只需要活祂就彀了。 

實行要點 

一、需要向主認罪，時常沒有活基督；雖然生

活中沒有作好作歹，沒有觸犯人，但只是習慣性、

自然而然、不知不覺的活自己，需要這樣的對付。 

二、需要不住的禱告。你必須時時禱告：『主，

從我身上活出來。主，從我身上活出來』。在工作

中、在廚房裏、在洗衣服時要禱告：『主，從我身

上活出來』。我們都需要這樣來實行。我們需要一

天二十四個小時，操練或實行活基督，而不僅是十

五個小時。            （二會所 丁牧羣弟兄） 

我 

一、 請為 2/16（主日）內壢高城生活圈成立二十二

會所代禱。 

二、 請為武漢肺炎疫情早日止息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