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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5 月 1 至 3 日在 Church in Franklin 举行美东春季华语特
会，请弟兄姊妹们报名参加。5 月 3 日在会所没有主日
聚会，所有华语圣徒都在 Church in Franklin 集中主日聚
会。
2. 今天主日结束后 2:00pm-3:00pm 在 160 Nassau Street,
Princeton NJ 08540 摆 Bible For America 的桌子，接触人，
分送英文新约恢复本带注解圣经.
3. 夏季训练时间是 6/29-7/4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请圣徒
们为出埃及记第二部分的训练代祷。报名截止期是 5 月
1 日，费用是$155。有心愿的圣徒请找季东弟兄报名。
4. Montessori School 将于 5 月 19 日举行 OpenHouse.请
弟兄姊妹们代祷。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九篇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赵师母和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10.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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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更換飲食，
更換飲食，吃屬天的基督作為神子民獨
一的食物

出埃及记十六章说到嗎哪作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久的供应。本
篇信息說到更換飲食。我們的確需要更換飲食，以屬天的基督爲神
子民獨一的食物。關於更換食物，喫屬天的基督爲神子民獨一的食
物，這事在出埃及記中是極重要的；沒有別的事比這件事更重要。
我們需要更換食物，喫屬天的基督爲神子民獨一的食物，好使我們
能被基督重新構成，能因基督活著，而成爲神在宇宙中的居所。除
非我們被基督重新構成，否則我們無法成爲神的建造、神的居所。
當我們喫基督作我們屬靈的食物，作屬天的嗎哪，我們就被祂重新
構成。那個重新構成，乃是祂建造的工作，就是祂把自己建造到我
們裏面。藉著我們喫祂作我們的靈糧、屬天的糧，祂就把自己建造
到我們裏面。
壹 屬天的基督是屬天嗎哪的實際，
屬天的基督是屬天嗎哪的實際，為神所差，
為神所差，作神選民日常生命
的供應-約六 31～35、48～51、57～58
一 基督是屬天的糧，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31～32、41～42、
50～51 節
約 6:31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如經上所記：
如經上所記："祂把那從天上
來的糧賜給他們吃。
來的糧賜給他們吃。"
約 6:32 耶穌說，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不是摩西把那從天上來
的糧賜給你們，
的糧賜給你們，乃是我父把那從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乃是我父把那從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約 6:50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
叫人吃了就不死。
約 6:51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吃這糧，
人若吃這糧，就必永遠活著。
就必永遠活著。
我所要賜的糧，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
就是我的肉，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二 祂是神的糧，是屬於神的，是神所差來，且有神同在的——33
節。
約 6:33 因為神的糧，
因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人的。
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人的。
三 基督是生命的糧，帶著永遠的生命（奏厄）；生命的糧，指糧
的性質是生命；生命的糧就象生命樹一樣“好作食物”，作人生命
的供應——35、48 節，創二 9。
約 6:35 耶穌對他們說，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
到我這裡來的，必永遠
不餓；
不餓；信入我的，
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必永遠不渴。
約 6:48 我就是生命的糧。
我就是生命的糧。
貳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
我又因父活著，照樣，
照樣，那吃我的人，
那吃我的人，也
要因我活著。
要因我活著。……賜人生命的乃是靈，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
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
的話，
的話，就是靈，
就是靈，就是生命”——57、63 節：
一 吃就是把食物接受到我們裡面，並生機地吸收到我們體內；
因此，吃主耶穌就是將祂接受到我們裡面，為重生的新人以生命的
方式所吸收。
二 我們不是憑基督活著，乃是因基督活著，以基督為我們加力
的元素和供應的因素；我們在基督的復活裡活基督，我們也因著吃
基督而活基督——加二 20，腓一 19～21 上。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
子的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舍了自己。
三 我們吃主耶穌作我們屬靈的食物，接受祂這賜人生命的靈，
是借著吃祂是靈和生命的話，借著各樣的禱告接受祂的話——耶十
五 16 與注，弗六 17～18：
耶 15:16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我得著你的言語，
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吃了；
就當食物吃了；
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
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

弗 6:17 還要借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
還要借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
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
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那靈就是神的話；
弗 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
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
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
徒祈求，
叁 出埃及十六章的深奧真理，
出埃及十六章的深奧真理，乃是神要更換我們的飲食，
乃是神要更換我們的飲食，要我們
吃基督這從父神所差來的真嗎哪，
吃基督這從父神所差來的真嗎哪，而由基督重新構成，
而由基督重新構成，並因基督
活著，
活著，使我們成為神在宇宙中的居所：
使我們成為神在宇宙中的居所：在整卷出埃及記裡，
在整卷出埃及記裡，沒有
一件事比這事更重要：
一件事比這事更重要：
一 儘管神的百姓已從埃及被領到分別的曠野裡，但他們仍然是由
表徵世界的埃及成分所構成；神的心意是要借著更換他們的飲食來
改變他們的成分，好改變祂子民的性質；祂要改變他們的所是，他
們的構成，用屬天的基督將他們構成並變化，使他們成為屬天的子
民。
二 四十年之久，神只給以色列人嗎哪吃（十六 35，民十一 6）；
這表明神在祂救恩裡的心意，乃是要將祂自己作到基督的信徒裡面，
並借著以基督作他們惟一的屬天食物餵養他們，改變他們的構成，
因而使他們夠資格建造召會作神的居所；事實上，信徒由基督重新
構成之後，他們自己就成了神的居所
三 神對付祂子民肉體的路乃是棄絕肉體，不餵養它；因這緣故，
神改變祂百姓的飲食，並賜給他們肉體所不喜歡的食物；以色列人
厭惡嗎哪屬天的口味，對埃及食物屬世的味道起了貪慾——民十一
5 ～6 。
四 埃及的飲食指我們為得滿足所依賴的一切事物；在埃及的飲食，
即屬世的娛樂這方面，美國是領頭的國家；凡我們所愛好、巴望、
渴求的事物，就是我們全人據以構成的飲食。
五 一面，屬天的嗎哪滋養並醫治我們；另一面，屬天的嗎哪除去
我們裡面消極的東西。何等希奇！除了嗎哪以外，神什麼也沒有給
百姓；這指明除了基督以外，神什麼也沒有給他們；願主除去我們
對基督以外之事物的愛好與渴望！
七 借著吃嗎哪，至終神的百姓成了嗎哪；我們的構成必須借著吃
基督而重新整理，才能建造召會作神的居所；願主改變我們的飲食，
使我們由基督重新構成，而成為神的居所——太十六 18。
八 隨著飲食的改變，我們需要改變胃口；主耶穌說，“不要為那
必壞的食物勞力，
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遠生命的食物勞力”。我們所接
受作我們支持、力量和滿足的獨一食物，必須是基督；新約裡一個
獨一的職事只輸送基督作神子民獨一的食物——民十一 5～6，參
徒一 17、25，林後四 1，提前一 12，林後三 6
肆 基督是我們獨一的食物，
基督是我們獨一的食物，我們每日的嗎哪，
我們每日的嗎哪，使我們新陳代謝地
變化，
變化，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這樣一位元基督的特徵：
我們需要看見並經歷這樣一位元基督的特徵：
一 嗎哪是一個奧秘——出十六 15，西二 2，賽九 6，弗三 4，約三
8
出 16:15 以色列人看見，不知道是什麼，就彼此對問說，這是什麼？
摩西對他們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物。
二 嗎哪是一個長期的神跡；嗎哪每早晨降下，必須每早晨收取；
這指明我們不能貯存基督的供應；經歷基督作我們生命的供應，必
須是每日的、每早晨的；基督作我們的食物，要持續直到永遠
出 16:4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百姓可以出
去，每天收取當天的分，我好試驗他們遵不遵行我的法度。
出 16:21 他們每日早晨，按著各人的食量收取；日頭一發熱，就融
化了。
三 嗎哪從天而降；一面，主耶穌是“從天上來的糧”；另一面，
祂是“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作我們食物的一位——出十
六 4，約六 32～33、51
四 嗎哪隨露水而降，露水表徵主新鮮的憐恤所帶來主復蘇並滋潤
的恩典；恩典乃是神臨及我們，使我們復蘇，並滋潤
我們——出十六 13～14，民十一 9，詩一三三 3，哀三 22～23，來
四 16，詩一一〇3

出 16:13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上來，
有鵪鶉飛上來，遮滿了營；
遮滿了營；早晨營的四圍滿了
露水。
露水。
出 16:14 露水上升之後，
露水上升之後，不料，
不料，曠野的地面上有細小的圓物，
曠野的地面上有細小的圓物，細小
如地上的霜。
如地上的霜。
五 嗎哪在早晨降下，指明借著我們與主有活的接觸，給我們新的
開始——出十六 21，參歌一 6 下
六 嗎哪是細小的；基督生在馬槽裡，長在微小、受人藐視的城裡
一位木匠的家中；這指明主沒有顯揚祂的偉大，反而寧願在人眼中
顯為微小——出十六 14，路二 12，約六 35，士九 9、11、13，太
十三 31～32
七 嗎哪是柔細的，指明基督是均勻、平衡的，並且成為微小，能
讓我們吃——出十六 14，約六 12。
八 嗎哪是圓的，指明作我們食物的基督是永遠、完全、完滿的，
沒有不足或殘缺—出十六 14，約八 58。
九 嗎哪是白色的，表明基督清淨又純潔，沒有任何攙雜——出十
六 31，詩十二 6，一一九 140
出 16:31 這食物，
這食物，以色列家起名叫嗎哪，
以色列家起名叫嗎哪，就象芫荽子，
就象芫荽子，是白色的，
是白色的，
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
詩 12:6 耶和華的言語，
耶和華的言語，是純淨的言語，
是純淨的言語，如同地上爐中煉過的銀子，
如同地上爐中煉過的銀子，
精煉過七次
精煉過七次。
十 嗎哪如霜，表徵基督不僅使我們清涼復蘇，也殺死我們裡面消
極的東西——出十六 14，箴十七 27。
十一 嗎哪象芫荽子，指明基督滿了生命，在我們裡面長大並繁增
——出十六 31，民十一 7，路八 11。
十二 嗎哪是堅實的（民十一 8），表徵我們收取作嗎哪的基督之後，
必須在日常生活的景況和環境中，“碾、搗並煮”祂，將祂作成可
吃的——參林後一 4，弗六 17 上、18。
十三 嗎哪的樣子好象珍珠，指明基督的光亮透明——民十一 7，啟
四 6、8，結一 18。
民 11:7 這嗎哪仿佛
這嗎哪仿佛芫荽子
仿佛芫荽子，
芫荽子，樣子好
樣子好象珍珠。
珍珠。
十四 嗎哪的滋味好象烤的油餅，表徵基督的味道有聖靈的馨香—
—民十一 8，詩九二 10。
民 11:8 百姓周圍
百姓周圍行走
把嗎哪收起來，
起來，或用磨碾，
或用磨碾，或用臼搗，
或用臼搗，在
周圍行走，
行走，把嗎哪收
鍋裡煮，又作成餅；
又作成餅；滋味好
滋味好象烤的油餅。
十五 嗎哪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表徵基督甘甜的味道——出十
六 31，詩一一九 103。
十六 嗎哪適於作成餅，指明基督象細緻的餅，富有營養——民十
一 8，提前四 6。
伍 公開的嗎哪是我們沒有吃過的嗎哪
公開的嗎哪是我們沒有吃過的嗎哪，
的嗎哪是我們沒有吃過的嗎哪，而隱藏的嗎哪是
隱藏的嗎哪是指
的嗎哪是指我們所
吃、所消化、並吸收的嗎哪
吸收的嗎哪
啟 2:17 那靈向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
召會所說的話，
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就應當聽。得勝的，
我必將
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
隱藏的嗎哪賜給他，
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
並賜他一塊白石，上面寫
上面寫著新名，
著新名，
除了那領
了那領受的以外
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
沒有人認識。
認識。
一 “不要認為你不可能成為得勝者。借著享受基督作嗎哪，你能
成為得勝者。要吃公開的嗎哪，基督就成為隱藏的嗎哪；這隱藏的
嗎哪要把你構成得勝者”
二 我們所吃、所消化、並吸收的基督，要成為永遠的紀念；我們
在永世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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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16:16 耶和華所吩咐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
吩咐的是這樣，
的是這樣，你們要按
你們要按著各人的食量收取
著各人的食量收取；
量收取；
各按自己帳棚裡的人
按自己帳棚裡的人數收取
裡的人數收取，
數收取，每人一俄梅珥
每人一俄梅珥。
俄梅珥。
出 16:32 摩西說，
摩西說，耶和華所吩咐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
吩咐的是這樣，
的是這樣，要將一滿俄梅珥
一滿俄梅珥嗎哪
俄梅珥嗎哪
留到世世代代，
到世世代代，使後人可
使後人可以看見我當日將
以看見我當日將你們領
你們領出埃及地，
出埃及地，在曠
野所給你們吃的食物。
野所給你們吃的食物。
基督是我们的真嗎哪。我们凭灵享受主的话，就是实际地享受基督
作为我们今天的嗎哪。我们需要有好的胃口，好天天享受嗎哪。一
天一天，使我们被这嗎哪所构成。至终，使我们变化成为嗎哪。从
而产生建造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