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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題：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第五篇 

過基督徒生活成為得勝者的祕訣— 

走喫基督並享受基督作生命樹的路 
RA 詩歌：s210，384 

讀經：創二9，啓二7，約六57，63，耶十五16，詩一一九15，結三1〖4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命樹，

還有善惡知識樹。 

啓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

給他喫。 

約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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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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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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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詩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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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3:2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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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3:4 祂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們講說我的話。 
 

壹 過基督徒生活成為得勝者的祕訣，就是我們要走喫基督並享受基督作生命樹

的路；神沒有一點意思要我們為祂作甚麼；祂惟一的心意是要將祂自己當作食

物給我們享受；惟有那些走享受基督作生命樹之路的人，將看見他們的生活和

工作存留於新耶路撒冷—創二9，啓二7。 
創2:9 耶和華神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也好作食物；園子當中有生命

樹，還有善惡知識樹。 

啓2: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

子賜給他喫。 
 

貳 我們能喫主耶穌作我們屬靈的食物，供我們享受，接受祂這賜人生命的靈，乃

是藉着各樣的禱告並默想祂的話，而喫祂那是靈和生命的話—約六57，63，耶

十五16與註，弗六17〜18，詩一一九15與註，太四4，詩一一九103： 
約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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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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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15:16 耶和華萬軍之神阿，我得著你的言語，就當食物1喫了；你的言語成了我心中的歡喜快

樂；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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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話是神聖的供應，作食物滋養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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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神經綸極重要的方面。我們喫神的話，祂的話就成為我們心中的

歡喜快樂。 

弗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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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6:18 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聖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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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19:15 我要1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註1 這辭意義豐富，原文含示敬拜、與自己交談、以及大聲說話。默想話乃是藉著仔細揣

摩而品嘗、享受它。禱告、對自己說話和讚美主，也可包括在默想話中。默想神的話

乃是享受祂的話作為祂的氣，（提後三16，）因而被神注入、將神吸入、並接受屬靈

的滋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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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119:103 你的言語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一 我們藉着喫主耶穌那是靈和生命的話而喫祂時，我們就『因』祂活着；（約六57，63：）

我們不是『憑』基督活着，乃是『因』基督活着，以基督爲我們加力的元素和供應的

因素；我們在基督的復活裏活基督，我們也藉着喫基督而活基督。（加二20，腓一19

〖21上。） 

約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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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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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裏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裏，與祂聯結所活的，祂

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腓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

救。 

腓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二 我們藉着喫主耶穌的話而喫祂時，需要有正確的屬靈消化—結三1〖4，耶十五16，啓

十9〖10： 

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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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3:2 於是我開口，祂就使我喫那書卷。 

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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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3:4 祂對我說，人子阿，你往以色列家那裏去，對他們講說我的話。 

耶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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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是稱為你名下的人。 

啓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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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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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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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喫，

我們有消化；藉着消化，我們有吸收；藉着吸收，我們得着基督的豐富實際的養

分進入我們這人裏面—弗三8，16〖1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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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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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7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2 消化不良，意思就是主這屬靈的食物沒有路進入我們內裏的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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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三12，14，四2。 

來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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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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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3:14 『你們今日若聽見祂的聲音，就不可硬著心，像惹祂發怒的時候一樣。』

當這話還在說的時候， 

來4:2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像傳給他們一樣；只是所聽見的話與他們無益，因

為這話在聽見的人裏面，沒有與信心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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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神得着彰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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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3:17上 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裏，… 

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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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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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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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叁 我們藉着實行父的旨意以滿足飢渴的人，並藉着在地上過神人的生活榮耀經

過過程的三一神，就能喫基督—太二四45〜47，腓一19〜21上： 
太24:45 這樣，誰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僕，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時分糧給他們？ 

太24:46 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奴僕就有福了。 

太24:47 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的家業。 

腓1: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腓1: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

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腓1:21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一 『我有食物喫，是你們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實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

工』—約四32，34。 

二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要我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十七4：）榮耀

神就是在一切事上彰顯神。（參西一9〖11。） 

西1: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

的智慧和悟性上，充分認識神的旨意， 

西1: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工上結果子，藉著認識神而

長大， 

西1:11 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使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三 主在祂的人性生活中，喫奶油（最豐富的恩典）與蜂蜜（最甘甜的愛），這使祂有能

力揀選父的旨意—賽七14～15，英譯美國標準本1901年版。 

賽7:14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看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她要給他起名叫

以馬內利。 

賽7:15 他必喫奶酪與蜂蜜，直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 

四 我們乃是照着『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而學基督的人；『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

是指耶穌一生的真實光景，如四福音書所記載的，祂在這生活中，在地上榮耀父，爲

祂的信徒設立了榜樣—弗四20〖21： 

弗4: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 

弗4:21 如果你們真是聽過祂，並在祂裏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者，受過教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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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耶穌在生活中總是在神裏面，同着神並爲着神行事，以榮耀神；神是在祂的生活

中，並且祂與神是一；祂在復活裏成了賜生命的靈，使祂得以進入我們裏面作我

們的生命；我們照着祂的榜樣跟祂學，（太十一29，）不是憑我們天然的生命，

乃是憑祂在復活裏作我們的生命。（西三4，彼前二21。） 

太11:29 我心裏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跟我學，你們魂裏就必得安

息； 

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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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

隨祂的腳蹤行； 

2 主耶穌從來不從自己作甚麼；（約五19；）祂不作自己的工，（四34，十七4，）

不說自己的話，（十四10，24，）不行自己的意思，（五30，）不尋求自己的榮

耀。（七18。） 

約5:19 耶穌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子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惟有看見

父所作的，子纔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樣作。 

約4:34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實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祂的工。 

約17:4 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要我作的工，我已經完成了。 

約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我從自己

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祂自己的事。 

約14:24 那不愛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話；你們所聽見的話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

父的。 

約5:30 我從自己不能作甚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的審判也是公平的，

因為我不尋求自己的意思，只尋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7:18 那從自己說的，是尋求自己的榮耀；惟有那尋求差祂來者之榮耀的，這人

纔是真的，在祂裏面沒有不義。 

3 學基督就是被模成基督的模型，也就是模成基督的形像；祂自己作爲内住的靈，

就是生命之靈的律，帶着祂生命一切的豐富，在我們裏面複製祂自己—羅八2，

28〖29。 

羅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羅8:28 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

的人。 

羅8:29 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 

五 以賽亞四十三章七節說，『就是凡稱爲我名下的人，是我爲自己的榮耀所創造、所塑

造的，更是我所造作的；』我們對神最高的事奉，就是彰顯祂的榮耀—林後三18，羅

九23。 

林後3:18 但我們眾人既然以沒有帕子遮蔽的臉，好像鏡子觀看並返照主的榮光，就漸漸

變化成為與祂同樣的形像，從榮耀到榮耀，乃是從主靈變化成的。 

羅9:23 且要在那些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皿上，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六 林前六章二十節說，『你們是重價買來的。這樣，就要在你們的身體上榮耀神；』這

是讓住在我們裏面的神（約壹四13）佔有、浸透我們的身體，並藉着我們那作祂的殿

的身體彰顯祂自己；（林前六19；）林前十章三十—節說，『你們或喫、或喝、或作

甚麼事，一切都要爲榮耀神而行。』 

約壹4:13 神已將祂的靈賜給我們，在此就知道我們住在祂裏面，祂也住在我們裏面。 

林前6:19 豈不知你們的身體，就是在你們裏面之聖靈的殿麼？這聖靈是你們從神而得

的，並且你們不是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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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我們藉着接觸正確的人，就能喫基督—利十一1〜3，9，13，21： 
利11:1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 

利11:2 你們要對以色列人說，地上一切走獸中，你們可以喫的活物乃是這些： 

利11:3 凡分蹄，就是蹄裂兩瓣，並且反芻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喫。 

利11:9 水中可喫的乃是這些：凡在水裏，無論在海裏或河裏，有鰭有鱗的，你們都可以喫。 

利11:13 飛鳥中你們當看為可憎之物，不可喫的乃是這些：鵰、狗頭鵰、紅頭鵰、 

利11:21 只是用四足行動，能飛的昆蟲中，足上有腿，可用以在地上蹦跳的，你們還可以

喫。 

一 喫乃是接觸我們身外之物，將其接受到我們裏面，使其至終成爲我們裏面的構成；在

利未記十一章裏，一切動物表徵不同種類的人，而喫表徵我們與人的接觸；（徒十9

下〖14，27〖29；）神的子民若要過聖別之神所要求的聖別生活，就必須謹慎他們所

接觸的是何種人。（利十一46〖47，林前十五33，林後六14〖18，提後二22。） 

利11 從畧。 

徒10:9下 …約在正午，彼得上房頂去禱告。 

徒10:10 他覺得很餓，就想要喫。人正豫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徒10:11 看見天開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 

徒10:12 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爬物，並天空的飛鳥。 

徒10:13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喫！ 

徒10:14 彼得卻說，主阿，絕對不可，因為一切凡俗並不潔之物，我從來沒有喫過。 

徒10:27 彼得同他說著話進去，見有好些人在那裏聚集， 

徒10:28 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族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律例的，但神已

經指示我，不要說任何人是凡俗或不潔的； 

徒10:29 所以我一被請，就不推辭而來。現在請問，你們請我來是為甚麼緣故？ 

利11:46 這是走獸、飛鳥、和水中游動的活物、並地上爬行之物的條例； 

利11:47 要把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可喫的和不可喫的活物，都分別出來。 

林前15:33 你們不要受迷惑：濫交敗壞善行。 

林後6:14 你們跟不信的，不要不配的同負一軛，因為義和不法有甚麼合夥？光對黑暗有

甚麼交通？ 

林後6:15 基督對彼列有甚麼和諧？信的同不信的有甚麼同分？ 

林後6:16 神的殿同偶像有甚麼一致？因為我們是活神的殿，就如神曾說，『我要在他們

中間居住，在他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林後6:17 所以，『主說，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得以分別，不要沾不潔之物，我就

收納你們。』 

林後6:18 『我要作你們的父，你們要作我的兒子和女兒。這是全能的主說的。』 

提後2:22 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慾，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竭力追求公義、信、愛、和平。 

二 分蹄反芻的走獸，（利十一3，參4〖8，26〖28，）表徵在行動上有分別，（腓一9〖

10，）並接受神的話，反覆思想的人。（詩一一九15。） 

利11:3 凡分蹄，就是蹄裂兩瓣，並且反芻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喫。 

利11:4 但那反芻或分蹄之中不可喫的乃是這些：駱駝，因為反芻卻不分蹄，對你們就

不潔淨； 

利11:5 石獾，因為反芻卻不分蹄，對你們就不潔淨； 

利11:6 兔子，因為反芻卻不分蹄，對你們就不潔淨； 

利11:7 豬，因為分蹄，就是蹄裂兩瓣，卻不反芻，對你們就不潔淨。 

利11:8 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喫；牠們的屍體，你們不可觸摸，對你們都不潔淨。 

利11:26 凡走獸分蹄，但蹄不裂成兩瓣，也不反芻的，對你們是不潔淨的；凡觸著牠們

的就不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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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11:27 凡四足的走獸，用掌行走的，對你們是不潔淨的；凡觸著牠們屍體的，必不潔

淨到晚上。 

利11:28 拿了牠們屍體的，就要洗衣服，並且不潔淨到晚上；這些對你們是不潔淨的。 

腓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在充足的知識並一切的辨識上，多而又多的洋

溢， 

腓1:10 使你們能鑑賞那更美、不同的事，好叫你們純誠無過，直到基督的日子， 

詩119:15 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三 有鰭有鱗的水族，表徵能在世界中自由行動、活動，同時又能抗拒其影響的人（鰭幫

助魚在水中隨意行動、活動；而鱗保護魚，使活在海水中的魚不至變鹹）—利十一9。 
利11:9 水中可喫的乃是這些：凡在水裏，無論在海裏或河裏，有鰭有鱗的，你們都可

以喫。 

四 有翅能飛，喫生命種子作食物供應的飛鳥，表徵能在離開且超脱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

動，並以生命的事物爲生命供應的人—13節。 

利11:13 飛鳥中你們當看為可憎之物，不可喫的乃是這些：鵰、狗頭鵰、紅頭鵰、 

五 有翅膀，並且足上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昆蟲，表徵能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

並且能保守自己脫開世界的人—21〖22節。 

利11:21 只是用四足行動，能飛的昆蟲中，足上有腿，可用以在地上蹦跳的，你們還可

以喫。 

利11:22 其中有群蝗與其類，螞蚱與其類，蟋蟀與其類，蚱蜢與其類，這些你們都可以喫。 
 

伍 我們藉着在一的獨一立場上聚會，享受基督作節期，就能喫祂： 

一 以色列人可以用兩種方式享受美地的出産：普通、個人的方式，是隨時隨處都可與任

何人一同享受一般的分；（申十二15；）特別、團體的方式，是與所有以色列人在指

定的節期並在神所選擇獨一的地方，纔得享受上好的分，就是初熟之物和頭生的。（5

〖7，17～18。） 

申12:15 不過，在你各城裏，你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分，隨心所欲的宰牲喫肉；

不潔淨的人和潔淨的人都可以喫，就如喫羚羊與鹿一般。 

申12: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所選擇出來立祂名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

那是你們當尋求的，你們要往那裏去， 

申12:6 將你們的燔祭和別的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還願祭、甘心祭，

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的，都奉到那裏； 

申12:7 在那裏，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你們和你們的家屬都可以喫，並且因你手所辦

的一切事蒙耶和華你的神賜福，就都歡樂。 

申12:17 你的五穀、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頭生的，或是你許願獻

的、甘心獻的、和手中的舉祭，都不可在你城裏喫； 

申12:18 但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喫，在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你和兒子、女兒、

僕人、婢女，並你城裏的利未人，都可以喫；也要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在耶

和華你的神面前歡樂。 

二 照樣，新約信徒享受基督也有兩面：一般、個人的一面，隨時隨處都可以享受基督；

特別、團體的一面，乃是在神所選擇的地方，就是在一的獨一立場上，在正確召會生

活的聚會裏，纔得享受基督上好的分。 
 

陸 神對人的心意是要把祂自己作為生命樹賜給人，供人享受；看見神要我們享受

祂，以及神不要我們為祂作甚麼，就是看見基督徒生活是在於享受基督作生命

樹；我們的觀念一轉，看見了這兩點，就很容易過享受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