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冬季訓練
總題：以西結書結晶讀經（一）
第十篇
喫書卷—喫並消化神的話
詩歌：

讀經：結二8～三3，耶十五16上，啓十8～10，太四4，約六63，彼前二2～3，來五13～14
結2:8
結2:9
結2:10
結3:1
結3:2
結3:3
耶15:16上
啓10:8
啓10:9
啓10:10
太4:4
約6:63
彼前2:2
彼前2:3
來5:13
來5:14

人子阿，你要聽我對你所說的話，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一樣。你要開口喫我所賜給你
的。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
祂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書卷正面背面都寫著字，其上所寫的是哀號、歎息、災禍的話。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了，口中覺得
其甜如蜜。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
我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同我說話，說，你去把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中展開的書
卷取過來。
我就走到那天使那裏，請祂把小書卷給我。祂對我說，你拿著喫盡了，這要叫你肚子發苦，
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從那天使手中接過小書卷，把它喫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子覺得發
苦。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像才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只有長成的人，才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壹 在以西結二章八節至三章四節，申言者以西結喫了書卷，然後講說神的話；
在啓示錄十章八至十一節，使徒約翰喫了書卷，然後說豫言：
結2:8
結2:9
結2:10
結3:1
結3:2
結3:3
結3:4
啓10:8

人子阿，你要聽我對你所說的話，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一樣。你要開口喫我所賜
給你的。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
祂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書卷正面背面都寫著字，其上所寫的是哀號、歎息、災禍的
話。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了，口
中覺得其甜如蜜。
祂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們講說我的話。
我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同我說話，說，你去把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中展
開的書卷取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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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10:9
啓10:10
啓10:11

一

我就走到那天使那裏，請祂把小書卷給我。祂對我說，你拿著喫盡了，這要叫你肚子
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從那天使手中接過小書卷，把它喫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子覺
得發苦。
他們對我說，你必指著多民族、多邦國、多方言、多君王，再說豫言。

有一書卷在以西結面前展開，他受囑咐要喫那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結二9～
三1：
結2:9
結2:10
結3:1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
祂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書卷正面背面都寫著字，其上所寫的是哀號、歎息、災
禍的話。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1 以西結開口，耶和華就使他喫那書卷—2節。
結3:2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2 以西結受吩咐，要把那書卷喫下，充滿他的肚腹—3節上。
結3:3上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喫下，充滿你的肚腹。…

3 以西結喫了書卷之後，耶和華囑咐他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們講說祂的話—3節下
～4節。
結3:3下
結3:4

二

…我就喫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
祂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們講說我的話。

在啓示錄十章八至十一節，約翰受囑咐拿基督這另一位天使（
1）手中展開的書
卷，把它喫盡了，然後指著多民族、多邦國、多方言、多君王說豫言：
啓10:8
啓10:9
啓10:10
啓10:11
啓10:1

我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同我說話，說，你去把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
中展開的書卷取過來。
我就走到那天使那裏，請祂把小書卷給我。祂對我說，你拿著喫盡了，這要叫你
肚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從那天使手中接過小書卷，把它喫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
子覺得發苦。
他們對我說，你必指著多民族、多邦國、多方言、多君王，再說豫言。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虹，臉面像日頭，兩
腳像火柱，

1 約翰不僅接過書卷—他把它喫盡了—10節。
啓10:10

我從那天使手中接過小書卷，把它喫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
肚子覺得發苦。

2 喫乃是把東西接受到人裏面。
3 我們必須這樣接受神聖的啓示；耶利米和以西結都曾這樣作過—耶十五16上，結二
8，三1～3。
耶15:16上
結2:8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
歡喜快樂；…
人子阿，你要聽我對你所說的話，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一樣。你要開口喫
我所賜給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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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3:1
結3:2
結3:3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
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

貳 『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
十五16上：
一

按照聖經的整個啓示，神的話適合給我們喫，我們需要喫神的話—詩一一九103，太四
4，來五12～14，彼前二2～3。

詩119:103
太4:4
來5:12
來5:13
來5:14
彼前2:2
彼前2:3

二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按時間說，你們該作教師；可是你們還需要有人將神諭言開端的要綱教導你們；並且
成了那必須用奶，不能喫乾糧的人。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只有長成的人，才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像才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神的話是神聖的供應，作食物滋養我們—太四4：
太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

1 話是我們的食物，藉此神將祂的豐富分賜到我們裏面的人裏，滋養我們，使我們得
以由祂的元素所構成—約六63。
約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2 這是神經綸極重要的方面—提前一4，弗一10，三9。
提前1:4
弗1:10
弗3:9

三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
裏的經綸並無助益。
爲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
在基督裏歸一於一個元首之下；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裏的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

我們喫神的話，祂的話就成爲我們心中的歡喜快樂—耶十五16上。
耶15:16上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
喜快樂；…

叁 我們需要喫聖經的話—約六63，彼前二2～3，來五12～14：
約6:63
彼前2:2
彼前2:3
來5:12
來5:13
來5:14

一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像才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按時間說，你們該作教師；可是你們還需要有人將神諭言開端的要綱教導你們；並且
成了那必須用奶，不能喫乾糧的人。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只有長成的人，才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神的話主要不是爲著知識，乃是爲著滋養—1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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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5:12

按時間說，你們該作教師；可是你們還需要有人將神諭言開端的要綱教導你們；
並且成了那必須用奶，不能喫乾糧的人。

1 聖經雖是一本教訓的書，但它的教訓不僅是傳授頭腦的知識給我們，更是供應食物
給我們—耶十五16上。
耶15:16上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
歡喜快樂；…

2 希伯來五章十二節的『奶』和『乾糧』這些辭，指明神的話是爲著滋養人的。
來5:12

二

主耶穌取用聖經上神的話作祂的食物，並靠此而活—太四4。
太4:4

三

按時間說，你們該作教師；可是你們還需要有人將神諭言開端的要綱教導你
們；並且成了那必須用奶，不能喫乾糧的人。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
話。"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63下：
1 主耶穌所說的話，乃是生命之靈的具體化—羅八2。
羅8:2

因爲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2 現今基督在復活裏是賜生命的靈，而這靈又具體化於祂的話—林前十五45下，約六
63下。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約6:63下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3 我們運用靈接受祂的話，就得著那是生命的靈。
四

我們需要得著神純淨的話奶爲滋養—彼前二2：
彼前2:2

像才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1 這純淨的奶是在神的話裏傳輸出來，藉我們理性心思的領會，且由我們心思機能的
吸收，滋養我們裏面的人—羅八6，參申十一18。
羅8:6
申11:18

因爲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所以你們要將我這些話存在心裏，留在魂中，繫在手上爲記號，戴在額上爲頭
帶；

2 雖然話奶是經由心思滋養魂的，最終卻滋養我們的靈，使我們屬靈而不屬魂，適合
被建造成爲神屬靈的殿—參林前二15。
林前2:15

惟有屬靈的人看透萬事，卻沒有一人看透他。

3 我們要享受話奶，在話裏嘗到神和祂的美善，就必須藉著各樣的禱告接受祂的話—
彼前二3，弗六17～18。
彼前2:3
弗6:17
弗6:18

五

你們若嘗過主是美善的，就必如此；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
話；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爲眾聖徒祈求，

我們必須從彼前二章二節裏的話奶，往前到希伯來五章十三至十四節裏當作乾糧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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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話：
彼前2:2
來5:13
來5:14

像才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只有長成的人，才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了。

1 奶主要的是爲著嬰孩，乾糧是爲著成熟的人—林前三2，來五13～14。
林前3:2
來5:13
來5:14

我給你們奶喝，沒有給你們乾糧，因爲那時你們不能喫，就是如今還是不能，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只有長成的人，才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壞
了。

2 喫公義的話當作乾糧，是接受、經歷並享受基督很有力的一條路。
3 公義的話具體的說出神在祂的經綸並行政上，對待祂的子民所有公正公義的思想—
13節：
來5:13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a 義是照著神公義並嚴格的要求，在神面前與人、事、物都是對的—太五20。
太5: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超過經學家和法利賽人的義，絕不能進諸天
的國。

b 義與神的寶座有關；義是在我們裏面與神是對的—詩八九14上，林前十五34上，
林後五21。
詩89:14上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
林前15:34上 你們要按著義清醒過來，不要犯罪，因爲你們中間有人對神是無知的。…
林後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c 我們若要喫乾糧，公義的話，就需要經歷和操練—來五13～14。
來5:13
來5:14

凡只能享用奶的，對公義的話都是沒有經驗的，因爲他是嬰孩；
只有長成的人，才能喫乾糧，他們的官能因習用而受了操練，就能分辨好
壞了。

肆 信徒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之路，乃是藉著從神的話得餧
養，而喫、消化並吸收主耶穌作食物—約六35、51～57、63:
約6:35
約6:51
約6:52
約6:53
約6:54
約6:55
約6:56
約6:57
約6:63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
渴。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
肉，爲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祂的肉給我們喫？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生命
在你們裏面。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飲料。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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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神的經綸乃是要我們喫、消化並吸收基督，而被祂構成，好彰顯祂並代表祂—提前一
4，約六35、51、57，創一26：
提前1:4
約6:35
約6:51
約6:57
創1:26

也不可注意虛構無稽之事，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引起辯論，對於神在信仰裏
的經綸並無助益。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
遠不渴。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
的肉，爲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神說，我們要按著我們的形像，照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空
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1 神的經綸不是外面的事，乃是使基督內在的進入我們裏面；爲此，我們需要喫、消
化並吸收基督，藉此將祂接受進來—弗三17上，約六57下。
弗3:17上
約6:57下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2 神永遠的計畫乃是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裏面，使祂成爲我們裏面之人的組成；祂要
給我們喫、消化並吸收，使祂能成爲我們的構成成分—林後十三14。
林後13:14

二

三一神藉著生機的進到我們裏面，被我們吸收到我們屬靈生命的組成裏，而成了我們
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弗三16～17上，四23。
弗3:16
弗3:17上
弗4:23

三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裏得以更新，

喫主耶穌就是將祂接受到我們裏面，爲重生的新人以生命的方式所消化並吸收；一天
又一天，我們需要喫、消化並吸收耶穌作我們屬靈的食物—約六51～57。
約6:51
約6:52
約6:53
約6:54
約6:55
約6:56
約6:57

四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
的肉，爲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祂的肉給我們喫？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
生命在你們裏面。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飲料。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我們不只該信入主耶穌並接受祂，也必須喫祂、消化祂、吸收祂，讓祂成爲我們這人
的內容—三15～16，六51～57。
約3:15
約3:16
約6:51
約6:52

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命。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入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遠
的生命。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著。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
的肉，爲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祂的肉給我們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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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6:53
約6:54
約6:55
約6:56
約6:57

五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沒有
生命在你們裏面。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飲料。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我們喫主耶穌時，需要有正確的屬靈消化—結二8～三3，耶十五16上，啓十9～10：
結2:8
結2:9
結2:10
結3:1
結3:2
結3:3
耶15:16上
啓10:9
啓10:10

人子阿，你要聽我對你所說的話，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一樣。你要開口喫我
所賜給你的。
我觀看，見有一隻手向我伸出來，手中有一書卷。
祂將書卷在我面前展開，書卷正面背面都寫著字，其上所寫的是哀號、歎息、災
禍的話。
祂對我說，人子阿，要喫你所得的；要喫這書卷，然後去對以色列家講說。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祂又對我說，人子阿，要把我所賜給你的這書卷喫下，充滿你的肚腹。我就喫
了，口中覺得其甜如蜜。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
喜快樂；…
我就走到那天使那裏，請祂把小書卷給我。祂對我說，你拿著喫盡了，這要叫你
肚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從那天使手中接過小書卷，把它喫盡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喫了以後，肚
子覺得發苦。

1 我們若有好的消化，食物就能暢通無阻的進入我們裏面之人的各部分—弗三16～17
上。
弗3:16
弗3:17上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2 消化不良，意思就是基督這屬靈的食物沒有路可進入我們內裏的部分—來三12～
13、15，四2：
來3:12
來3:13
來3:15
來4:2

弟兄們，你們要謹慎，免得你們中間，或有人存著不信的惡心，將活神離棄
了。
總要趁著還有稱爲"今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
惑，心就剛硬了。
我們若將起初的確信堅守到底，就必作基督的同夥了。
因爲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話與他們無益，因爲這
話在聽見的人裏面，沒有與信心調和。

a 消化不良，意思就是主這屬靈的食物無法在我們裏面通過。
b 當食物沒有通暢的管道進入我們內裏的部分時，我們就會消化不良。
3 我們必須使我們全人同我們裏面所有的部分，一直向主敞開，使屬靈的食物在我們
裏面暢通無阻；我們若如此行，就會有正確的消化和吸收，吸取基督作屬靈的養
分，並且基督會成爲我們的構成成分，使神得著彰顯—弗三16～17上，西三4、10～
11。
弗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裏面的人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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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3:17上
西3:4
西3:10
西3:11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在此並沒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
爲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4 藉著喫，我們有消化；藉著消化，我們有吸收；藉著吸收，我們得著基督的豐富實
際的養分進入我們這人裏面；這些豐富會長到我們生機的組織裏—弗三8。
弗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
當作福音傳給外邦人，

5 任何信徒藉著喫、消化並吸收主耶穌，而接受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就要因祂活
著—約六57下。
約6:57下

六

…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因著我們都有分於基督這一個餅，所以我們乃是一個身體，就是團體的基督，身體基
督，以執行神的行政，爲著完成神永遠的定旨—林前十17，十二12，弗三11，五30。
林前10:17
林前12:12
弗3:11
弗5:30

因著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體，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餅。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
基督也是這樣。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因爲我們是祂身體上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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