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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更换饮食，吃属天的基督 

这属天吗哪的实际，使我们 

由基督重新构成，成为神的居所 

本篇信息是要说到“更换饮食，吃属天的基督这属天吗哪的

实际，使我们由基督重新构成，成为神的居所”。四年半前，在

出埃及记结晶读经训练时，有一篇类似的信息讲到吗哪。这次

民数记结晶读经训练，我们要再次来看吃吗哪这件事，因为这

对基督徒而言至为关键。我们要接续先前所说，并根据从民数

记所学得的，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以色列人在与吃有关的事上三次发怨言 

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羊羔，过了红海，开始旷野的旅程，

到了一个时候他们饿了，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事记载在

出埃及十六章。那时，耶和华将吗哪从天上降下来，满足祂的

百姓。从那时起，四十年之久，每一天早晨神都降下吗哪，完

全没有迟误；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四十年之久，神用吗哪喂养

祂的子民。不管以色列人喜欢与否，无论晴或阴，他们都必须

拾取吗哪。 

神降吗哪之后，以色列人继续旷野的行程，至少一年之久。

这段期间，神为以色列人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被带到西乃

山上领受了神的启示，神的说话。最终，帐幕建造完成，祭司

体系得着建立。神指示他们关于献祭、事奉、生活和节期等条

例；他们甚至被编组成军，预备好要前行并争战。这是以色列

人出埃及后的第二年，就是在他们对于吗哪有了起初经历的一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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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民数记十一章，以色列人再次发怨言，抱怨他们所吃

的食物。这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因饥饿而发怨言。这事发生在

他们出埃及一年之后，其间，他们经过了许多事，看见并领受

了许多启示。就外面的情况说，他们有了相当的进步和往前；

然而，十一章却记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以色列人

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

就有鱼吃，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胃口

都没有了，我们眼前除了这吗哪以外，什么也没有。”（4~6）

到这时，以色列人吃吗哪已有一年之久，神所赐给的食物只有

吗哪。他们不高兴，就发怨言说，这不好吃，再也不要吃这个，

他们的胃口都没有了。当然，神发怒了，祂的回应乃是给他们

鹌鹑吃，借此审判他们（18~20、31~34）。 

十一章关于以色列人发怨言的记载，是在他们被数点、预

备好往前行动时。到了二十一章，他们经过第一场争战，胜了

亚拉得王之后，又再次发怨言。在五节，百姓毁谤神和摩西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

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里“淡薄的食物”，

也可译为“可鄙、无益的食物”。在那一年间，神将吗哪赐给以色

列人，但他们却觉得吗哪是可鄙、无益、淡薄无味的食物。对

于吗哪，他们完全感到厌烦并觉得厌倦。这就是本篇信息的背

景。我们要看见，吃吗哪这事不仅说出神喂养祂的子民，以满

足他们的饥饿，更说出神要暴露祂子民的性质，因为他们仍是

肉体，需要被重新构成。就外面而言，神子民看见、领受并经

历了许多，他们往前了，甚至打了第一场胜仗。然而到了这时

候，他们的肉体似乎丝毫未改，他们仍是发怨言。 

神要以色列人吃吗哪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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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上述以色列人三次发怨言的事例，我们要来看神要以

色列人吃吗哪的含意。首先，当我们研读本篇关于更换饮食、

吃吗哪的信息时，盼望我们都能看见，“吃”对我们基督徒一生的

历程是何等重要。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中发怨言，完全在于

吃这件事；这给我们看见，食物问题若不得解决，就会引起抱

怨和怨言，并带进各样的难处。为这缘故，我们需要吃，需要

有生命的供应；否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终将满了难处和怨言，

我们的肉体就要被暴露。 

第二，在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达到属灵年龄的

二十岁，使我们够资格被数点进入神的军队。在这光中我们看

见：我们要在生命上长大达到成熟，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学习吃；

这是神对我们的命定。四十年之久，神用吗哪喂养以色列人；

吗哪乃是基督的预表。这指明主要我们天天吃祂；不管我们兴

奋与否，是高兴或沮丧，都无关紧要。我们需要天天吃基督，

并非偶尔、间歇地吃；唯有借着规律、正常地，天天吃吗哪，

才能帮助我们在生命上长大并达到成熟。 

第三，出埃及十六章、民数记十一和二十一章，记载了神

百姓在与吃有关的事上三次发怨言。第一次是在他们刚出埃及

时。第二次是在他们经过许多神迹，领受帐幕的启示，建造帐

幕，建立祭司体系，并被数点、预备好作为团体子民一同往前

行动的时候。即便到了这时，他们仍是大起贪欲（民十一 4）。

第三次是在他们战胜亚拉得王之后，对吗哪起了厌恶之心。以

色列人三次发怨言的事例给我们看见，无论我们对主有多少的

认识和经历，肉体仍是存在。 

第四，我们需要思考，神用吗哪这简单的食物，喂养祂子

民四十年的深意。我们越思量这事，就领悟神用吗哪这简单的

食物喂养祂子民四十年，乃是非常深奥的事。我们没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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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样作。每位母亲都会为自己的孩子预备最好的食物，顾到

营养的均衡；但神只给祂子民一种食物—吗哪早餐，吗哪午餐，

吗哪晚餐。今年是吗哪，明年还是吗哪。我们若是以色列人，

可能同样会发怨言，说，“够了，我真的吃不下去。这个月吃这

个，下个月还要吃，明年还要吃么？”然而，四十年之久以色列

人都吃吗哪；神降下吗哪，长达四十年。这是圣经所记载最长

的一次神迹，说出神所要作的，不只是帮助我们在外面有些许

的改变；神的目标乃是要从我们里面一点一点地重新构成、重

新制作、重新建造我们。 

最后，我们要记得吗哪有永远的价值。我们不该以为，吗

哪只是给初信者的食物。我们需要蒙光照，看见吗哪不仅仅是

为着初信者，更是为着我们的一生。吗哪保存在诸天之上神的

面前，直到今天；甚至在启示录里还提到吗哪（二 17）。吗哪

在神的居所中占有中心的地位。我们乃是借着吃吗哪，而被构

成为得胜者，并被建造成为神永远的居所。盼望当我们读本篇

信息时，能仔细考量这事。 

属天的基督是属天吗哪的实际， 

为神所差，作神选民日常生命的供应 

属天的基督是属天吗哪的实际，为神所差，作神选民日常

生命的供应（约六 31~35、48~51、57~58、63）。在约翰六章，

主耶稣以相当长的篇幅讲到吗哪这事，说出吗哪对主耶稣有何

等重要的意义。古时神用吗哪喂养祂的百姓，如今在约翰六章，

主将吗哪应用在祂自己身上；祂是属天吗哪的实际，为神所差，

作神选民日常生命的供应。在基督徒的历程中，我们若没有接

受祂作生命的供应，就无法往前，无法长大。基督是属天吗哪

的实际，我们需要吃祂，从祂得喂养；不只是每月、每年地吃，



                                   53 
 

更是要每天吃，天天都从主得着丰富的供应。这日常的供应对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祂是属天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祂是属天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31~32、41~42、

49~50）。这粮是属天的粮，源头是在天上，从天降下。因这源

头是从天而来，所以是完全属天的，却能满足我们属地之人的

需要。这属天的粮要使属地的人得以属天。 

祂是神的粮，是属于神的， 
是神所差来，且有神同在的 

祂是神的粮，是属于神的，是神所差来，且有神同在的（33）。

这粮是属于神的，其元素、性质和素质都是神自己；这粮就是

神将祂自己赐给人吃。 

基督是生命的粮，带着永远的生命（奏厄）； 
生命的粮，指粮的性质是生命； 

生命的粮就像生命树一样“好作食物”， 
作人生命的供应 

基督是生命的粮，带着永远的生命（奏厄）；生命的粮，

指粮的性质是生命；生命的粮就像生命树一样“好作食物”，作人

生命的供应（35、48，创二 9）。这是永远生命的粮，奏厄的

粮。我们只能接受生机的东西作为食物，进到我们里面；若是

非生机或无生命的食物，我们无法接受。基督是生命的粮，是

生机的，是好作食物的，是我们能消化并吸收的。 

祂是活粮；这是指粮的情形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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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是活粮；这是指粮的情形是活的（约六 51）。我们越吃

这粮就越活，这粮的性质是生命，我们一吃就活。因此要应付

死亡的光景，我们就需要吃这活粮。 

祂是真粮，是真实的食物， 
其他各种食物不过是祂这真食物的影儿； 
我们每日所吃之食物的实际，乃是耶稣基督 

祂是真粮，是真实的食物，其他各种食物不过是祂这真食

物的影儿；我们每日所吃之食物的实际，乃是耶稣基督（32）。

我们所吃物质的食物不过是影儿；真粮，真实的食物，乃是耶

稣基督。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 

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活着。……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

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57、63）我们看过这粮的

各种情形：它是属天的粮、神的粮、生命的粮、活粮、真粮，

但这粮是为着什么？乃是为着给我们吃的。神创造人的时候，

将人创造为吃的器皿。我们要为着神造我们有口而赞美主。我

们借着口就能将食物接受到里面。我们不是一部不停运作的机

器，我们乃是吃的器皿。每天二十四小时，我们需要吃好几餐，

大部分的人吃三餐，有的人吃七餐，甚至吃更多餐；不管吃几

餐，我们就是要吃，不吃就无法存活。 

我们要吃，就需要烹煮食物，吃完还要收拾。有人可能想

若是不必吃，就可省下许多麻烦；然而，神命定我们一天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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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次。从圣经一开头，神就将自己陈明为生命树（创二 9），

要我们借着吃祂而有分于祂。甚至到圣经末了的启示录，还是

讲到吃这件事，也仍然提到生命树（启二二 2）。神的子民要吃

祂，享受祂作永远的生命。所以，这粮是如此重要。主要跟从

祂的人吃祂，使他们因祂活着。 

吃就是把食物接受到我们里面，并生机地吸收到 
我们体内；因此，吃主耶稣就是将祂接受到 
我们里面，为重生的新人以生命的方式所吸收 

吃就是把食物接受到我们里面，并生机地吸收到我们体内；

因此，吃主耶稣就是将祂接受到我们里面，为重生的新人以生

命的方式所吸收。吃是一个过程，乃是一件生机的事。吃是把

我们身外的东西，接受到我们体内，这需要我们咀嚼、消化并

吸收。主原是在我们外面，但当我们信入祂时，我们就将祂接

受到我们里面。现在，我们要咀嚼祂，使我们能消化并吸收祂，

好使祂成为我们全人内里的组成。在宇宙中，吃这件美妙的事

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渴望人吃祂，将祂接受到人里面，而得以消

化并吸收在人里面。 

我们不是仅仅凭基督活着， 
乃是因基督活着， 

以基督为我们加力的元素和供应的因素； 
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活基督， 
我们也因着吃基督而活基督 

我们不是仅仅凭基督活着，乃是因基督活着，以基督为我

们加力的元素和供应的因素；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活基督，我

们也因着吃基督而活基督（加二 20，腓一 19~21 上）。主耶稣

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六 57）主不是说“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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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而是说“因我活着”。若是一个人身体虚弱，关节受伤，

就需要柺杖才能行走。柺杖是一个工具，使人能够凭柺杖行走，

这就是凭它活着。然而，主要我们因祂活着，不只是凭祂活着。

基督不是仅仅作外在的工具，使我们可以倚靠祂而得支撑。祂

乃是要被我们吃到里面，成为我们加力的元素和供应的因素。

当我们吃了一餐，就得着加力；我们之所以能有许多活动，乃

是因着我们所吃的食物给我们能量、力量和供应。基督作我们

的真食物，就是加力的元素，使我们不仅凭祂活着，更是因祂

活着。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活基督；我们是因着吃基督而活基

督。至终，神的愿望不只是要我们为祂而活，凭祂而活，更是

要活祂。这样活祂是自动自发、毫不费力的，如同我们因着每

日所吃的食物而活着。主要祂的子民因着吃祂而活祂；我们活

基督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们吃主耶稣作我们属灵的食物， 
接受祂这赐人生命的灵， 

是借着吃祂是灵和生命的话， 
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祂的话 

我们吃主耶稣作我们属灵的食物，接受祂这赐人生命的灵，

是借着吃祂是灵和生命的话，借着各样的祷告接受祂的话（耶

十五 16 与注 1，弗六 17~18）。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就是祂的

灵和祂的话。话在我们身外，灵在我们身内；我们能有分于祂，

乃是借着实际地吃祂。祂是我们的食物，祂渴望我们吃祂。我

们要如何吃神呢？神赐给我们吃祂的路，是借着祂的话，并借

着祂的灵。 

祂所说的话，乃是生命之灵的具体化； 

现今祂在复活里是赐生命的灵，而这灵又具体化于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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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所说的话，乃是生命之灵的具体化；现今祂在复活里是

赐生命的灵，而这灵又具体化于祂的话。 

我们运用灵接受祂的话，就得着那赐人生命的灵 

我们运用灵接受祂的话，就得着那赐人生命的灵（参诗歌

四五一首）。在约翰六章，主对门徒和百姓说，“我的肉是真正

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

里面。”（55~56 上）主要人吃祂的肉，喝祂的血，听见这话的

人都很受搅扰，许多人因此离开了主（60、66）。于是主耶稣

对门徒说，“你们也想离去么？”（67）主向他们解释：“赐人生

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

生命。”（63）这说出主的心意不是要他们吃祂物质的肉；当主

说到吃祂的时候，祂所指的乃是吃祂的话。主的话就是灵，就

是生命；肉是无益的。神所是的一切都具体化在祂的话中。所

以，我们每次祷读主的话时，不仅是接触白纸黑字，更是接触

话中的灵，因为祂的话中有灵和生命。每次我们摸着话中的灵

和生命，我们就吃了主。我们用眼睛和心思读圣经，并不代表

我们吃了主，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吸收了知识道理。然而，当我

们运用灵接受主的话，得着那赐人生命的灵，我们就吃了主耶

稣。主所有的丰富都具体化在祂的话中，今天，主的话对我们

就是灵，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话前，要运用我们的灵，享受话

中的灵；这就是我们天天实际享受基督的路。为着圣经，为着

神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无论到哪里，都能打开圣经，运用

我们的灵，接触主话中的灵。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

我们都能吃吗哪，实际地吃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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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更换我们的饮食，要我们吃基督作为父神

所差来的真吗哪，使神所拣选的人得以由基督

重新构成，并因基督活着，成为神的居所 

神要更换我们的饮食，要我们吃基督作为父神所差来的真

吗哪，使神所拣选的人得以由基督重新构成，并因基督活着，

成为神的居所（出十六 1~36）。这句话是本篇信息的心脏和主

要负担。神经纶的目标，乃是要在地上得着祂的居所。神的居

所不是用石头、木头建造的；神的居所其实就是神的子民。神

渴望住在祂的子民中间，甚至住在他们里面。以赛亚六十六章

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耶和华

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

就是灵里贫穷痛悔、因我话战兢的人。”这说出神渴望住在人里

面，但是神要住在怎样的人里面呢？不是天然、热心的人，乃

是一班与祂联合为一的人。我们若要成为神的居所，就要在性

质、元素、素质上与神一样，使神能得着祂可以居住的所在。

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神就需要更换我们的饮食，要我们吃基

督，以基督的元素重新构成我们，使我们得以实际并真正的成

为神的居所。 

尽管神的百姓已从埃及被领到分别的旷野里， 
但他们仍然是由表征世界之埃及的成分所构成； 

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更换他们的饮食 
来改变他们的成分，好改变祂子民的性质； 

祂要改变他们的所是，他们的构成，用属天的基督 
将他们构成并变化，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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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神的百姓已从埃及被领到分别的旷野里，但他们仍然

是由表征世界之埃及的成分所构成；神的心意是要借着更换他

们的饮食来改变他们的成分，好改变祂子民的性质；祂要改变

他们的所是，他们的构成，用属天的基督将他们构成并变化，

使他们成为属天的子民。在出埃及以前，神的百姓住在埃及四

百年。虽然按着种族而言，他们是希伯来人；但就着他们的所

是和构成而言，他们完完全全是埃及人。神带领祂的百姓进入

分别的旷野，目的是要他们为祂建造居所。故此，神不仅仅是

外在地将祂的百姓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正如出埃及记所记载的；

神的心意更是要内在地改变他们的成分和性质。神美妙的路，

乃是要他们被基督重新构成。借着更换神百姓的饮食，就是借

着吗哪，不是很快的，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一点一点，一个细

胞一个细胞的，神就将祂的百姓重新构成。虽然他们已经从埃

及出来了，埃及却还在他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离开埃及，

却仍然想念埃及的食物。因此，神需要借着更换他们的饮食，

改变他们的构成。 

四十年之久，神只给以色列人吗哪吃； 
这表明神在祂救恩里的心意，乃是要将祂自己 
作到基督的信徒里面，并借着以基督作他们 
唯一的属天食物喂养他们，改变他们的构成， 

因而使他们够资格建造召会作神的居所；事实上， 
信徒由基督重新构成之后，他们自己就成了神的居所 

四十年之久，神只给以色列人吗哪吃（十六 35，民十一 6）；

这表明神在祂救恩里的心意，乃是要将祂自己作到基督的信徒

里面，并借着以基督作他们唯一的属天食物喂养他们，改变他

们的构成，因而使他们够资格建造召会作神的居所；事实上，

信徒由基督重新构成之后，他们自己就成了神的居所（参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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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6~17，六 19，林后六 16，提前三 15，来三 6，启二一 2~3）。

你会不会为着四十年之久吃吗哪而说阿利路亚呢？如果你是以

色列人，你大概说不出来；要你吃吗哪四天也许还可以，再多

吃一周你就会开始发怨言。然而，四十年之久，神只给以色列

人吗哪吃。难道神不知道还有其他食物么？难道神不知道应该

给他们一些别的食物，以平衡他们的饮食么？但神只给他们一

种食物。不只是一时之间，乃是四十年之久，神只给他们吗哪

吃。 

四十年之久，神只给以色列人吗哪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神当然可以作更多，预备各样的食物给他们；但神只为他们预

备一种食物，并且是一种很单调、淡薄的食物，没有什么味道。

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给以色列人同样的食物，目的是要暴

露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肉体再也无法忍受，就发怨言说，他们

的心厌恶这淡薄、可鄙、无益的食物（民二一 5）。 

你得救之后，也许读经读了十年、二十年。每一天，你打

开圣经，觉得都是同样的话；每次到聚会中，到特会里，总是

讲说神的经纶。主的恢复已经不在起初的阶段，我们已经经过

好些时间，被带往前去了；我们正朝向这世代的末了迈进。我

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厌烦、厌恶这淡薄、没有味道的

食物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寻求外面的兴奋，或是一些能激动我

们的东西呢？请记得，神要使用吗哪来暴露那在祂百姓里面的

肉体。虽然以色列人经历了一切的站口，看见了所有的神迹，

过了红海，与仇敌争战，但内在来说，他们仍然是肉体；他们

的肉体没有一点改变。因此，神要花四十年，用单调、简单的

吗哪将他们重新构成。 

神早已预知，祂的百姓无法接受或忍受这事。当他们发怨

言时，他们的肉体就被暴露出来；神却仍旧每天降下吗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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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祂的百姓如何抱怨，神仍然信实地每天降下吗哪，因为祂知

道这会改变他们，将他们重新构成，使他们够资格成为祂的居

所。从前，神可以让摩西把杖举起，使红海的水分开，也可以

将苦水变甜；但如今神作了一件美妙的事，就是四十年之久，

只给祂的百姓一种简单、平常、日常的食物。这就是李弟兄所

说“神奇的常事”（关于生命与实行的信息，第十篇）。我们要看

见，每天从天上降下吗哪，足以应付神百姓在地上的需要，这

实在是神迹。 

吗哪到底是物质的，还是属灵的？我们的身体需要各样的

成分，但这简单的食物，却可以满足我们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这个小小的、球状的食物，实在是每日的神迹。然而，这个神

迹却是这样普通，这样平常；平常到我们可以天天吃。这是神

奇的常事。无论我们在什么阶段，都吃这简单的食物；如同以

色列人一站又一站地往前，无论他们在哪里，他们都吃吗哪。 

吗哪不在于你拾取多少。以色列人有多收的，有少收的，

结果每次都是得到一俄梅珥（出十六 16~18）；这至终不在于

他们，乃在于神的量给。这实在是一个神迹；神是以平常的方

式给祂的百姓这个神迹。 

在主的恢复中，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食物。李弟兄曾作

见证，因着中国大陆政局的转换，有许多公会的基督徒逃难到

台湾。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他召开特会，正式开始在台湾的

工作。许多基督徒为了得到召会提供的帮助，参加了第一天的

聚会。李弟兄先是欢迎他们，再对他们说，“我们在这里只供应

一种食物，就是基督。你们要清楚这事。你们若想要别的东西

而到这里来，那会浪费你们的时间。”听了这话，大部分的人没

有回来；只有真正寻求的人才来（参“约翰福音结晶读经”，一六

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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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的恢复也是一样。我们无意得着大批群众，或办

很多让人兴奋的活动。我们只想让人接受基督。神的心意就是

要人以基督作唯一的食物，并且神天天给人同样的食物。神无

意挑起人的食欲，乃要人以非常正常、平常、不带激动的方式

吃祂。请问这是你对于吃基督的观念么？当你想到吃基督，你

期待祷读主话或呼求主名，会带来兴奋或激动么？其实，那是

你的感觉，那些感觉甚至会叫你受欺。这并不是说你一定不会

感到兴奋，有时候也会有兴奋；然而，当我们祷读主的话时，

我们多半不会激动，也没有奇特的感觉。天天吃祂就是吃吗哪，

这是为着我们的构成。 

全时间训练学员结训后回到各地，需要每天持续不断地吃

吗哪。或许光景不如训练时那样兴奋，但仍要正常、平常地享

受吗哪。 

神对付祂子民肉体的路乃是弃绝肉体，不喂养它； 
因这缘故，神改变祂百姓的饮食，并赐给他们肉体 
所不喜欢的食物；闲杂人与以色列人都厌恶并厌烦 
吗哪属天的口味，对埃及食物属世的味道起了贪欲 

神对付祂子民肉体的路乃是弃绝肉体，不喂养它；因这缘

故，神改变祂百姓的饮食，并赐给他们肉体所不喜欢的食物；

闲杂人与以色列人都厌恶并厌烦吗哪属天的口味，对埃及食物

属世的味道起了贪欲（民十一 4~9，二一 5）。从神子民发怨言

的三个事例中我们看见，虽然他们在外面有了进展，但是里面

的肉体并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不该期待肉体会有任何改变；神

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要达到成熟，肉体需要被暴露，被对

付。神对付祂子民肉体的路，乃是弃绝肉体，不喂养它；因这

缘故，神改变祂百姓的饮食，并赐给他们肉体所不喜欢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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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需要应用十字架破碎我们的肉体。然而，李弟

兄对于此事有一个特别的说法：“不论肉体是完整的或是被切成

碎片，它还是肉体。正确地对付肉体是借着改变饮食。”（参出

埃及记生命读经，四五七页）肉体需要被摆在一边，需要被弃

绝。神要借着新的饮食给你带进新的成分。十字架乃是让你敞

开，使你能接受这个新的饮食；不是破碎肉体，乃是弃绝肉体，

不喂养肉体。因这缘故，神改变祂百姓的饮食，并赐给他们肉

体所不喜欢的食物。闲杂人与以色列人都厌恶并厌烦吗哪属天

的口味，他们对埃及食物属世的味道所起的贪欲，乃是叫他们

的肉体被暴露。 

肉体需要被暴露，然后被弃置，好使我们接受新的饮食，

吃新的食物。我们在基督徒的历程中继续往前时，会经过一次

又一次的特会和训练，年复一年都吃同样的食物，就是吃基督。

盼望我们不要觉得无聊，不要厌烦，也不要厌恶；我们要领会，

我们需要被重新构成。外面来说，我们也许得着很多知识和经

历，但我们的肉体仍旧存在；我们的肉体需要被弃绝而受对付。 

埃及的饮食指我们为得满足所渴望获取的一切事物； 
就着埃及的饮食（即属世的娱乐）而言， 
美国是领头的国家；凡我们所爱好、巴望、 
渴求的事物，就是我们全人据以构成的饮食 

埃及的饮食指我们为得满足所渴望获取的一切事物；就着

埃及的饮食（即属世的娱乐）而言，美国是领头的国家；凡我

们所爱好、巴望、渴求的事物，就是我们全人据以构成的饮食。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美国只要花钱，几乎什么都可以得到。

凡我们所爱好、巴望、渴求的事物，就是我们全人据以构成的

饮食。今天我们所处的地方—美国—乃是属世娱乐顶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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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青职的圣徒要知道，这个先进、富裕的国家乃是顶尖的埃

及。科技网路带来的便利，使人不需要到外面寻求娱乐，娱乐

就自己送上门来。只要有手持装置，就可以在家工作、娱乐或

订外卖食物。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时时刻刻都可以找

到激动肉体、让人兴奋的事物。然而，我们作为主的军队，需

要以基督作我们的饮食，好重新被构成。这食物虽然看起来平

淡、简单、平常、普通，却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信在要来的

年日，我们最大的试验应是能否忍受过平淡的日子，还是仍渴

求一些绚丽迷人的事物。神所要的只是基督；我们要学习以神

所给我们的喂养为满足。 

一面，属天的吗哪滋养并医治我们； 
另一面，属天的吗哪除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 

一面，属天的吗哪滋养并医治我们；另一面，属天的吗哪

除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今天的医学也告诉我们饮食对于人

的重要。有人得了癌症，能借着饮食得医治；这说出饮食非常

重要。食物不只滋养并医治我们，也除去我们里面消极的东西。

四十年之久，神只给以色列人吗哪吃，这实在是神对祂子民最

高的智慧。 

何等希奇！除了吗哪以外，神什么也没有给百姓； 
这指明除了基督以外，神什么也没有给他们； 
愿主除去我们对基督以外之事物的爱好与渴望 

何等希奇！除了吗哪以外，神什么也没有给百姓；这指明

除了基督以外，神什么也没有给他们；愿主除去我们对基督以

外之事物的爱好与渴望！ 

借着吃吗哪，至终神的百姓成了吗哪； 
我们的构成必须借着吃基督而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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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建造召会作神的居所；愿主改变我们的饮食， 
使我们由基督重新构成，而成为神的居所 

借着吃吗哪，至终神的百姓成了吗哪；我们的构成必须借

着吃基督而重新整理，才能建造召会作神的居所；愿主改变我

们的饮食，使我们由基督重新构成，而成为神的居所（太十六

18）。我们吃吗哪，就要成为吗哪。吗哪就是基督，我们成了

吗哪，就是成为基督；我们成为基督，乃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

为祂。 

主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

上。”请注意主说到“我的召会”；主乃是以祂自己来建造祂的召

会。所以我们都要吃吗哪，成为吗哪，好使我们能成为主建造

工作的一部分。 

随着饮食的改变，我们需要改变胃口； 
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 

随着饮食的改变，我们需要改变胃口；主耶稣说，“不要为

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约六

27）饮食和胃口，这两件事息息相关。人要改变饮食，刚开始

可能不习惯而有所抗拒，一旦领会饮食的重要性，就会逐渐接

受。有些圣徒罹患重大疾病后，他们知道，无论饮食多么平淡，

多么不方便，仍然要受饮食的规律。经过一段时间，随着饮食

的改变，他们的胃口也改变了。当我们看见神只要把基督赐给

我们作我们的饮食，我们就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使我对吃基

督有胃口。” 

在民数记十一章，百姓说，“现在我们的胃口都没有了，我

们眼前除了这吗哪以外，什么也没有。”（6）因为百姓已经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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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吗哪，所以不想再吃，他们连胃口都没有了。但是神的

心意是要改变他们，使他们有新的胃口。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改

变饮食，更要改变我们的胃口。 

食物的意思是我们接受进来作我们满足的任何事物；基督

自己是那独一不朽坏的食物；这食物存到永远的生命。凡是能

满足、加强并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所接受作我

们支持、力量和满足的独一食物，必须单单是基督。 

所有重生的人都需要改变他们的饮食，好改变他们的胃口；

神的心意是要断绝属世的饮食，并限制我们只吃属天的食物，

就是基督。我们都应当能说，“主是唯一能满足我的那一位。除

祂以外，我没有满足。我每日靠基督得着加强和支持。祂是我

所倚靠的唯一食物。”但愿这话成就在我们身上。但愿主每一天

都赐给我们新鲜的胃口，使我们饥饿地来吃基督。 

我们所接受作我们支持、力量和满足的独一食物， 
必须是基督；新约里独一无二的职事 
只输送基督作神子民独一的食物 

我们所接受作我们支持、力量和满足的独一食物，必须是

基督；新约里独一无二的职事只输送基督作神子民独一的食物

（民十一 5~6，参徒一 17、25，林后四 1，提前一 12，林后三

6）。为着新约的职事，赞美主。这新约的职事，主要是借着倪

柝声弟兄、李常受弟兄带给我们的。他们不是什么特别的人，

但在他们所供应的这分职事里，却有属天、独一的食物。我们

都得着基督作我们的食物。有人控告我们狭隘，指称我们跟随

人，只跟随倪弟兄、李弟兄。我们并不狭隘，我们乃是对基督

这独一、真正的食物感到饥饿。若有任何人能给我们基督作食

物，我们也会接受。神的子民需要食物作为生命的供应，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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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就在这分新约的职事里；我们不要被打岔、受欺骗，也

不要听信谣言，乃要蒙保守在这里享受基督作独一的食物。 

基督是我们独一的食物，我们每日的吗哪， 

使我们新陈代谢地变化； 

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这样一位基督的特征 

基督是我们独一的食物，我们每日的吗哪，使我们新陈代

谢地变化；我们需要看见并经历这样一位基督的特征。 

吗哪是一个奥秘 

吗哪是一个奥秘（出十六 15，西二 2，赛九 6，弗三 4，

约三 8）。希伯来文，man hu，曼胡（吗哪一辞由此而来），

意思是“这是什么？”（出十六 15）正如我们无法分析或解释吗

哪，我们也无法分析或解释主耶稣；对世界的人而言，基督是

真正的吗哪，是真正的“这是什么？”我们越吃吗哪，就越变成“这

是什么”。对于世界上的人，我们真是奥秘。我们越吃吗哪，就

越奥秘。 

吗哪是一个长期的神迹 

吗哪是一个长期的神迹；吗哪每早晨降下，必须每早晨收

取；这指明我们不能贮存基督的供应；经历基督作我们生命的

供应，必须是每日的、每早晨的；基督作我们的食物，要持续

直到永远（4、21，参太六 34）。 

吗哪从天而降 

吗哪从天而降；一面，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粮”；另一面，

祂是“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作我们食物的一位（出十六

4，约六 32~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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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随露水而降 

吗哪随露水而降，露水表征主新鲜的怜恤所带来主复苏并

滋润的恩典；恩典乃是神临及我们，使我们复苏，并滋润我们

（出十六 13~14，民十一 9，诗一三三 3，哀三 22~23，来四

16，诗一一〇3）。我们每天早上都需要花时间读主的话，接触

主。我们享受露水所表征主复苏并滋润的恩典，就得着基督作

为随露水而降的吗哪。这完全不是形式上读过晨兴圣言、祷读

几处经节，乃是享受主的恩典而得着滋养。 

吗哪在早晨降下 

吗哪在早晨降下，指明借着我们与主有活的接触，给我们

新的开始（出十六 21，参歌一 6 下，七 12，约五 39~40，罗六

4，七 6）。有吗哪就有新的开始。过去的已经是历史，但今天

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神的百姓想要吃的鹌鹑，是在晚上飞来，

至终带进咒诅（出十六 13，民十一 31~33）；吗哪却是在早晨

降下，给我们新的开始。 

吗哪是细小的 

吗哪是细小的；基督生在马槽里，长在微小、受人藐视的

城里一位木匠的家中；这指明主没有显扬祂的伟大，反而宁愿

在人眼中显为微小（出十六 14 下，路二 12，约六 35，参士九

9、11、13，太十三 31~32）。我们不要企求伟大，那只会给败

坏开门。我们需要借着享受吗哪而蒙保守，成为微小的。微小

的意思是不被高举，不显扬自己。我们需要一直是微小的。 

吗哪是细致的 

吗哪是细致的，指明基督是均匀、平衡的，并且成为微小，

能让我们吃（出十六 14，约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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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哪是圆的 

吗哪是圆的，指明作我们食物的基督是永远、完全、完满

的，没有不足或残缺（出十六 14，约八 58）。吗哪是永远的食

物，是没有结束的。 

吗哪是白色的 

吗哪是白色的，表明基督清净又纯洁，没有任何搀杂（出

十六 31，诗十二 6，一一九 140，林后十一 3 中）。 

吗哪如霜 

吗哪如霜，表征基督不仅使我们清凉复苏，也杀死我们里

面消极的东西（出十六 14，箴十七 27）。那些太热心、太狂热

的人需要吗哪来降温，并杀死他们里面消极的东西。 

吗哪像芫荽子 

吗哪像芫荽子，指明基督满了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并繁

增（民十一 7，路八 11）。 

吗哪是坚实的 

吗哪是坚实的（含示于百姓“或用磨碾，或用臼捣，在锅里

煮”—民十一 8），表征我们收取作吗哪的基督之后，必须在日

常生活的景况和环境中，“碾、捣并煮”祂，将祂作成可吃的（参

林后一 4，弗六 18）。我们需要在主所安排的景况和环境中享

受基督。 

吗哪的样子好像珍珠 

吗哪的样子好像珍珠，指明基督的光亮透明（民十一 7，

启四 6、8，结一 18）。民数记十一章七节说到吗哪“样子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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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这里的“样子”，原文是眼睛的意思；我们越吃吗哪，就

越得着属灵的视力和眼光。 

吗哪的滋味好像烤的油饼 

吗哪的滋味好像烤的油饼，表征基督的味道有圣灵的馨香

（民十一 8，诗九二 10）。 

吗哪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 

吗哪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表征基督甘甜的味道（出十

六 31，诗一一九 103）。 

吗哪适于作成饼 

吗哪适于作成饼，指明基督像细致的饼，富有营养（民十

一 8，提前四 6）。我们要为着吗哪所有的特征赞美主。 

公开的吗哪是我们没有吃过的吗哪， 

而隐藏的吗哪是指我们所吃、 

所消化并吸收的吗哪 

公开的吗哪是我们没有吃过的吗哪，而隐藏的吗哪是指我

们所吃、所消化并吸收的吗哪（启二 17）。不仅以色列人在旷

野吃吗哪，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启示录二章，主对别迦摩召

会说，祂要将隐藏的吗哪作为赏赐，赐给得胜者（17）。事实

上，历代以来，吗哪一直隐藏在神面前的金罐中；不要以为吗

哪已经过时，吗哪乃是有永远的价值。 

借着享受基督作吗哪而成为得胜者 

“不要认为你不可能成为得胜者。借着享受基督作吗哪，你

能成为得胜者。要吃公开的吗哪，基督就成为隐藏的吗哪。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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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的吗哪要把你构成得胜者”（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三十九

篇）。 

我们所吃、所消化并吸收的基督， 
要成为永远的记念 

我们所吃、所消化并吸收的基督，要成为永远的记念；我

们在永世里将要回想关于基督的两方面：享受基督作为将我们

重新构成的成分，以及基督作为使我们成为神在宇宙中居所的

供应（出十六 16、32）。 

基督作为我们所吃的吗哪，乃是今天神建造的中心点 

正如金罐里的吗哪是神居所的中心点，照样，基督作为我

们所吃的吗哪，乃是今天神建造的中心点（来九 3~4，弗四 16，

西二 19）。在帐幕中有至圣所，至圣所里有约柜，约柜里有金

罐，金罐里有吗哪。隐藏的吗哪是分别出来的一分，要在神面

前作永远的记念。所以这隐藏的吗哪，乃是神帐幕中心的中心，

就是神居所的中心。在神的建造中，吗哪居中心的地位。今天

我们需要享受隐藏的吗哪；我们享受隐藏的吗哪，就成为神今

日的居所。愿主使我们成为天天吃吗哪的人，永远不觉得厌烦。

（J.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