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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年冬季訓練聚會信息 

申命記結晶讀經 

第七篇 基督─由摩西所豫表的眞申言者 

言者乃是神的發言人，為神説話，説出神來，

有時也豫言。根據聖經，申言者主要的功用

不是豫言未來，而是憑神的啓示為神説話，並將神

説出來（申十八 15）。神乃是説話的神，在舊約裏

藉着眾申言者多分多方向人説話：神是隱藏的，但

藉着申言者的説話，就將祂自己和祂的心意表明

出來。申言者直接得着神的啓示，被神的靈推動，

為神説話並將神説出來。那源頭乃是神，人是被神

的聖靈推動，好像船被風帶動，而説出神的旨意、

意願和盼望。申命記十八章二十至二十二節説到

假申言者，假申言者乃是擅自託神的名，説神未曾

吩咐他説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説話的人，這樣的

申言者必要治死。 

摩西作為申言者，乃是豫表基督。摩西豫言另

有一位申言者要從以色列人中間興起（15），這是

指基督説的。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四十年，不斷的為

神對以色列人説話；特別在申命記中，他一再重複

的對他們講説神的話。摩西不僅被神的思想所浸

透並飽和，更是由這位説話的神自己所構成；所以

從他口中出來的話，就是神藉這位發言人所説出

來的話。這四十年之間，摩西為神説話、説出神並

説豫言；他所説的每句話都成為神的話。他豫言以

色列人要離棄神，而被神趕逐到萬國，等他們悔改

歸向神，神就要從萬民中將他們招聚回來。作為這

樣一位申言者，摩西乃是豫表基督（徒三 22～23）。 

舊約的申言者摩西豫言説，『耶和華你的神要

從你們弟兄們中間，給你興起一位申言者像我，你

們要聽從祂』（申十八 15）。神興起那申言者，乃

是照着以色列人在何烈山向耶和華他們的神所求

一切的話，耶和華要將祂的話放在那申言者口中，

那申言者要説神一切所吩咐的話（16～18）。摩西

豫言耶和華要從他們弟兄們中間興起一位申言

者，這指明神要藉着基督的成為肉體，興起這位申

言者講説神的話。『從他們弟兄們中間』指明基督

這位要來的申言者旣是神聖的，又是屬人的。行傳

三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把申命記十八章十五至十

九節應用到基督這位神成為肉體來作人者的身

上，指明基督就是神應許給祂子民以色列人的申

言者。 

基督第一次來時，作神所興起的申言者供職

（徒七 37）。基督藉着成為肉體作申言者，為神説

話。基督是神的話，也是神的説話。祂是神的申言

者，為神説話，説出神，並將神向門徒啓示出來。

祂在地上的職事裏，也藉着宣示那要來的事而申

言、豫言（約十六 12～13）。今天基督這位申言者

在我們裏面一直為神説話，啓示神並將神説到人

裏面。 

摩西作為基督這眞申言者的豫表，他可能發

表一些自己的感覺，但甚至這些也成了神的話；他

在申命記中的説話，原則就像保羅在林前七章的

説話一樣。保羅在説話時與神是一，所以，他的説

話就是神的説話。因此，在林前七章，我們看見新

約話成肉體這個原則的榜樣；話成肉體的原則就

是神進到人裏面，將祂自己與人調和，使人與祂成

為一。在新約裏，林前七章十節的原則與加拉太二

章二十節的原則相同：話成肉體的原則─二人活

着如同一人。主與祂的使徒成為一，他們也與祂成

為一，並且與祂一同説話；因此，祂的話成了他們

的話，而且不論他們説甚麼，都是祂的話。在林前

七章二十五節和四十節我們看見最高的屬靈─一

個人與主是一到一個地步，被主浸透，甚至他的意

見也發表出主的心意。 

如果我們被那靈浸透，我們所發表的乃是我

們所想的，但這也會是出於主的，因為我們與祂是

一；這就是經歷基督作申言者活在我們裏面，為神

説話並將神説出來（六 17）。    （林冬生弟兄）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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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所及專項行動報導 

十五會所參加北區新春特會蒙恩報導 

年新春特會在二月二日盛大舉行，十二處會

所一同見證耶穌是主，我們是一。當天本會

所共有大人一百五十位、兒童十二位參加，聖徒們

來得十分踴躍，甚至比主日人數還多。尤其桃鶯區

與會人數四十五位，是平常主日聚會人數的二倍；

有的小區所邀約的對象全數赴會，有的聖徒更將

未信主的家人邀來同赴筵席，並為此迫此代禱。弟

兄姊妹興高采烈的來，絲毫不受疫情影響。 

正逢世人為着肺炎疫情驚恐不安之時，神卻

為我們分別了一處歌珊之地，神與人同過在地如

天的屬靈節期。正如禧年中的無憂無慮，無病無

災，何等安適，何其榮耀。儘管外面有肺炎疫情的

壓力，弟兄姊妹仍照主的引導，同着眾聖徒站立在

基督得勝並升天的地位上，護衛主在地上權益。 

當天的見證及展覽，旣剛強又明亮，包羅萬

有，豐富無比。從幼童們的展覽，看到兒童排的孩

子們上臺，心裏深覺安慰；從青少年、大專生的詩

歌及申言展覽，聽見他們願意操練成為得勝者，很

被感動激勵；還有青職聖徒甘心奉獻為主站住的

見證，看見召會的下一代是有盼望的。最後年長弟

兄姊妹的分享，只要在基督裏，日子如何，力量也

必如何，在他們受限的體力中，看見主的無所不

能！所有

的見證分

享都讓我

們看見，

神的眷顧

與主甜美

的同在，

這眞是一

個榮耀的

日子！ 

在這末後的時代，主回來的日子近了，每一次

榮耀聚集都是主的特別恩待！盼望我們能一同有

分於主的恩典，彼此勉勵，行在主恢復的路上，向

世界作相反的見證。並與眾聖徒在一裏同被建造，

成為神的居所，同享永遠的生命之福，向主活並活

出主，成為祂據有全地的新婦大軍，等候衪的再

臨，好迎接衪的得勝歸回。 

（十五會所 徐之懿弟兄） 

 

北區新春特會報導 

園市召會北區新春特會，於二月二日上午，在

桃園市住都大飯店舉行，會後有愛筵相調，席

開一百二十一桌，讓聖徒們在忙於屬地年節時，也

不忘回神家一同歡聚，一同

享受屬天的節期。擘餅前，

先以『過節』及『召會生活

輝煌之至』兩首詩歌挑旺眾

人的靈，接着以『救主流血

所成救恩』、『在宇宙中只有

一個身體』記念主，最後以

『神的兒女有權利』來敬拜

父。在詩歌中，眾人的靈皆

被如火挑旺，在源源不絕

『阿利路亞』的讚美聲中達

到最高，顯出基督身體一的榮美。 

本次特會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位聖徒與會，其中

包括青少年和大專一百位，兒童一百四十三位。特

會信息內容是『全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

你的神』，我們需要把全人，靈、魂、體、連同我們

的心、魂、心思和力量，都完全擺在主身上；也就

是説，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全人都應讓祂完全佔有，

使祂成為我們的一切。我們也應當留意不要愛世界

和世界上一切的事，要恢復起初的愛，並要將在我

們裏面父的愛流露出去。不

但愛我們的弟兄姊妹，更要

寬廣到一個地步，感覺每一

個人都是可愛的。而作主工

的人必須滿有父神愛和赦

免的心，以及救主基督牧養

和尋找的靈；需要藉着這樣

牧養的靈，不將人分類、也

不去定罪任何人，以滿了愛

和關切的心來建立活力排。 

在話語豐富的供應與

傳輸後，接着分別是兒童、青少年和大專、青職以

及年長聖徒歡唱臺語詩歌，展覽已過一年各年齡層

在召會生活中的實行及蒙恩。特會末了，弟兄更是

給眾聖徒三點的勸勉，分別是：團體禱告、彼此牧

養、財務奉獻，鼓勵眾人再更新奉獻，作為新年的

新起頭和目標。          （八會所 李韋萱姊妹） 

今 

桃 

北區新春特會於住都大飯店舉行，會後歡喜用餐 

年長聖徒展覽臺語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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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見證 

北區新春特會蒙恩見證 

謝主！我們原本是不能參加的，但因着大環

境的影響，能有分於這次的新春特會，我們

見證是主的恩典和帶領，使我們不放棄自己的聚

集。今天外在的疫情讓我們擔心，以致不敢參與召

會生活的行動，這就是仇敵的詭計，巴不得我們單

獨且懼怕。而這次的聚會，正是宣揚基督得勝和身

體相調的美好見證。我也帶着兩個孩子一同參加，

從小把孩子們帶到召會中，使他們敬畏神，愛神，

愛召會，明白聖經認識眞理，如同信息中説到要全

心、全魂、全心思、並全力愛主你的神。因着親愛

的弟兄姊妹的服事，使二歲多的孩子也能一同上

臺展覽，相信這些過程都能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

萌芽，使他們成為合乎神心意的一班人。感謝主祝

福了此次的聚集。      （一會所 溫光元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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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新春特會仍舊假住都大飯店辦理，我與

姊妹是第一次參加。這次聚集是桃園市召會

北區的集中主日聚會，一年只有一次，另外還有六

月份的全召會集中主日聚會，皆展現出整個基督身

體的榮美。然而此次，除了享受基督及基督身體的

豐富之外，我們還參與一項配搭服事，就是擘餅聚

會的餅杯服事。當日看到編組成軍的青職及青壯聖

徒，聽了服事弟兄們的交通，都能順服的將配戴的

口罩取下，顯出我們的熱情笑容，使外面的疫情不

在基督的身體上有地位。這位主是全然得勝、大大

得勝的主，陰間的門也不能勝過祂的召會。 

再來就是各環的展覽也很激勵人，雖然沒有足

彀的準備時間，但基督是豐富的，祂供應祂的子民，

叫我們在美地上一無所缺，有蜜有奶，也有各項美

地的出產，何其豐富，何等享受！ 

（十六會所 曾耀主弟兄、曾熊雅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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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外面有嚴峻的冠狀肺炎疫情，我們這班神

的子民，在神的保守下仍然滿了平安喜樂，

前來一同享受這屬天的節期。開頭詩歌『過節』挑

旺了弟兄姊妹的靈，會場中充滿了過節的歡樂氣

氛。弟兄們釋放信息，讓我們飽嘗生命豐富的靈糧，

個個在靈裏都得飽足。 

接下來的兒童、青少年、大專展覽和見證，以

及臺語詩歌的展覽，實在讓我們看到這聯絡整齊的

城和祂身體合一的見證。在這裏不但讓我們共同享

受過節的歡樂，更讓我們看見主的榮耀，讓祂的名

得着高舉。之後藉着會後的用餐，弟兄姊妹享受豐

富的愛筵，一桌一桌甜美的相調交通，享受身體彼

此供應、彼此建造，把我們都調在基督身體實際的

一裏，經歷基督的豐富。（十七會所 劉向榮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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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主，能有分這次北區新春特會。區裏年長

聖徒雖多，但個個靈裏火熱，積極踴躍報名

了十多位，也激勵我和弟兄一同車輛服事。特會報

名於一月中旬前就大致抵定，我們期待二月二日

這一天。然而，正值家家戶戶豫備舊曆年節同時，

對岸疫情亦逐漸升溫，這實在是主耶穌題醒我們

要為聖徒禱告，為基督身體的一禱告。 

在小排聚會時，有年長弟兄事先將師母們的

青職孩子名單，一一寫在紙上發給大家，我們一同

為名單上的青年人禱告，也求主保守二月二日大

家都能一起赴會。特會當天，原來跟服事學齡兒童

的姊妹講好八點半到達，卻因車子拋錨無法準時，

然而姊妹在羣組裏暖心問候，也加強了倉皇的我。

來到兒童展覽的練習現場，看見一位姊妹雖有感

冒，藉喫藥讓症狀暫時緩解，而忠信的前來服事

時，我摸着基督身體的實際，將那豐盈的體面加給

了小子。我們區裏年長師母也順利邀請到她的女

兒一同來用餐，主實在聽了我們的禱告。大家邊享

用愛筵，邊享受弟兄姊妹的唱詩；我也經歷只要與

聖徒們一同喫飯，那味道都是山珍海味以及滿滿

的愛。            （十八會所 周羅乙華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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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所書二章十九節：『你們…，乃是聖徒同國

之民，是神家裏的親人』。我有分於這次北區

新春特會的交管服事，主要是在飯店門口，引導聖

徒進入地下停車場。與會聖徒車輛雖多，仍有次有

序接受引導，見證我們是在神權柄的範圍。而引導

車輛時，雖然與許多聖徒互不認識，但像是見到親

人般，彼此問安、喜樂洋溢。 

在服事過程中，更經歷身體配搭的實際，與

八、十六會所聖徒一同配搭，在汽車入口、機車入

口以及地下一樓、二樓停車場等區域，分別引導大

家停放車輛，也互相回報狀況，讓聖徒們都能順暢

停車，赴主筵席。末了，也順利的讓聖徒離場賦歸。

整體過程看似平常、順遂，我們卻是在禱告中求主

保守並儆醒應對，深怕服事中出現不合宜的眼神

或語氣。感謝主，至終在主的帶領與祝福下，有着

最好的結果，而我們也在配搭服事裏，經歷並享受

基督。            （二十一會所 張聖心弟兄） 

感 

今 

雖 

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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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見證 

垂聽禱告的神 

篇六十六篇十七至十九節説，『我曾用口呼

求祂，我的舌頭也頌揚祂。我若心裏注重罪

孽，主必不聽。但神實在聽見了；祂垂聽了我禱告

的聲音』。我在大學時期就已得救，回想已過的年

歲，很慚愧的是，禱告為自己求的多，為神求的少，

但主還是願意聽我的禱告，賜下滿滿的恩典。 

記得剛出社會的頭兩年，週間在臺北工作，週

末回桃園參加主日聚會。那時很羨慕弟兄姊妹時

間得釋放，可參加主日之外的活動。我向主禱告，

能在桃園找到工作。有一天，臺北的公司無豫警倒

閉，主卻為我豫備好新的公司；過了一週，找到在

桃園的新工作。感謝主，就這樣神以意想不到的方

式成就，帶我回到了桃園。工作一段時間，便為婚

姻禱告，求主為我豫備一位姊妹。主也聽了禱告，

讓我遇見姊妹，以下是姊妹的見證。 

我是汪唐筱婷姊妹，我和弟兄的相遇是一段

奇妙的過程。有一天，大阿姨帶着汪弟兄和他的媽

媽來我們家，讓我們彼此認識。但事先大阿姨並沒

有通知我們，現場顯得很尷尬。那天早上，我正好

跟媽媽吵架，完全沒在靈

裏，更別提這段婚配是否

會成功。沒想到，汪弟兄

並沒有因此退縮，還主動

邀約我。 

在邀約的這段時間，

我忽然回想起從前對主

的禱告。因着媽媽對我的婚姻對象只有一個條件，

那就是一定要嫁給弟兄。母親竟然規定我只能嫁

給弟兄，我心想怎麼可能，因為感覺主內的弟兄們

都很呆板。當時非常不高興，轉頭就走，到外面透

透氣，向着天空氣憤的對主説：『主阿，如果你眞

要我嫁給一位弟兄，就為我豫備離我家很近的弟

兄』。結果，汪弟兄家與我家車程，只有五分鐘的

距離，這是主賜給我奇妙的恩典。 

詩篇六十六篇二十節説，『神是當受頌讚的，

祂並沒有推卻我的禱告，也沒有叫祂的慈愛離開

我』。感謝讚美主，阿利路亞，一切榮耀頌讚歸於

神。    （三會所 汪長剛弟兄、汪唐筱婷姊妹） 

書報導讀

李常受文集一九八〇年第一冊─成全訓練（第十九至二十篇） 

信息主題 

第十九篇是説到『卸下自

己活基督』，第二十篇則題到

『主動且被動的活基督』。 

信息要點 

  一、卸去這一切事物主要

的目的是要在一件事情上成

全你們：讓基督眞實活在你的

裏面。我們有太多的事物需要卸去。不是説只有消

極的事物、不同的意見、屬世的事物、屬肉體的事

物、罪惡的事物需要卸去；還包括積極的事物。

『你』這個人需要卸去。今天我們還在這裏安排

這、安排那。我們願意有活基督的生活；但我們還

是不能像保羅那樣説，『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 

二、我們一直在交通活基督。因此你以為你喜

歡活基督，又因着你作不到，你就需要禁食、需要

禱告。你也許想要禁食、禱告，但是祂不想。甚麼

是宗教？宗教就是你我想去作些事情來討神的喜

悅。甚麼是神的經綸？神的經綸乃是祂豫備了一

切。照路加十五章來看，每一件事都豫備好了，等

着浪子回來。當兒子回家的時候，父親把上好的袍

子給他穿上，這就是得救。 

實行要點 

一、我們越努力要救自己，我們就越不能得

救。得救最好的路就是想得救，但不要作甚麼去救

自己。主所要的是我們回轉、我們悔改，然後讓祂

來作每一件事。 

二、你只在乎你愛主，你不在乎活基督，你也

不在乎不活基督。你只在乎你愛主。你告訴主説，

『主，我愛你。我喜歡與你是一靈，我喜歡活你。

但是，親愛的主，我不作。主，我只愛你』。當你

到了這個地步的時候，自然而然你就有一個從早

到晚活基督的生活。    （三會所 滕以勳弟兄） 

詩 

一、 請為各級學校陸續開學後的期初福音代禱。 

二、 請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早日止息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