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吃的意义，以及击败死亡 
(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I. 我们要认识利未记十一章里吃的真正意思，

就必须认识吃的意义： 

A) 吃乃是接触那在我们外面，却能影响我们

里面的东西： 

①吃不仅是接触食物，更是将食物接受到

我们里面。 

耶利米书15:16 耶和华万军之神阿，我得

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了

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

人。 

②食物一旦接受到里面，就能在里面消化，

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就是我们的所是，我

们的构成。  

③我们都是我们所吃并消化之食物的构成；

我们所消化的成了我们的构成。 

B) 吃主筵席上的饼，表征将主接受进来，并且

消化、吸收祂，使祂对我们成为生命： 

马可福音14:22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

饼来，祝福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

拿去，这是我的身体。』 

①吃主筵席上的饼，指明主进到我们里面

作我们生命的供应，然后这饼成为我们，食

物成为我们，而我们成为饼。 

哥林多前书10:17 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

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

饼。 

②我们不只与我们所吃、消化并吸收的食

物有生机的联结，更与我们所吸收到里面

的食物调和： 

ａ．同样的，当我们以基督作我们的食物，

我们就与祂调和。 

ｂ．吃、消化与吸收食物，都使食物与我们

这人产生内在的调和；吃、消化与吸收也包

含一种“成了”，因我们所吸收的食物，成

了我们的一部分。 

C) 神要我们吃、消化并吸收祂，好使我们在生

命、性情、 构成、彰显上成为神，但无分

于神格： 

约翰福音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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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主耶稣是神的粮—生命的粮，活粮，从天

上降下来的真粮。 

约翰福音6: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 

②神要我们消化并吸收祂，使祂能成为我

们内在所是的构成成分。 

③我们就是我们所吃的；因此，我们若吃神

作我们的食物，我们就与神成为一，甚至在

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  

D) 我们成为诸天之国的实际之路，乃是吃基

督作包罗万有的粮： 

①神的经纶不在于外面的事物，乃在于基

督进到我们里面；为此，我们需要吃基督，

将祂接受进来。 

②诸天之国的实际就是基督自己。 

③基督作为属天的君王和国度本身，以祂

自己作为食粮喂养我们而管治我们： 

ａ．我们只有借着以基督作我们的食粮得

着喂养，才能成为诸天之国的实际。 

ｂ．我们越吃基督作包罗万有的食物，君尊

的成分就越构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

面管治的元素，使我们成为基督的扩增，作

诸天之国的实际。』 

④借着吃君尊的基督这包罗万有的粮，我

们里面就得了洁净： 

ａ．我们内里的所是要得着洁净，就必须有

东西进到我们里面，而唯有借着吃，这事才

能发生。 

ｂ．基督是我们的食物，是最好的洁净元素；

祂洗净我们里面的所是，我们借此经历我

们的性情得洗净。 

ｃ．我们都需要从主而来里面的洁净，就是

因着吃耶稣而有的洁净。 

E) 吃耶稣是得胜的秘诀；成为得胜者唯一的

路乃是吃耶稣 。 

启示录2: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

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3:2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

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

他与我要一同坐席。 

F) 利未记十一章说到死亡是联于饮食的，这

指明我们的饮食，我们的吃，乃是一件生死

攸关的事。 



II. 利未记十一章与死亡非常有关： 

A) 死是神所憎恶的；在神眼中，死亡乃是最丑

恶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B) 自伊甸园开始，神与撒但的争执一直是在

死亡与生命这个问题上。 

哥林多前书15:26 最后所废除的仇敌，就

是死， 

C) 根据圣经，死比罪更玷污人、更可憎： 

利未记11:31 这些爬物对你们都是不洁净

的；在它们死后，凡触着它们的，必不洁净

到晚上。 

①借着赎愆祭，一切的罪都可立即得赦免，

但是凡触着动物尸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②我们向神认罪之后，我们的罪立即蒙神

赦免，但我们要从属灵死亡的玷污得洁净，

却需要一段时间。 

D) 死是极大的能力；除了神以外，死是宇宙中

最大的能力。 

E) 死和魔鬼是相联合伙的： 

①魔鬼既是神的仇敌，死也是神的仇敌。  

②死是神最末了所要废掉的仇敌。』 

F) 对召会的攻击是来自于阴间的门，来自于

死： 

①撒但所用以攻击召会的终极兵器乃是死。 

②唯有基督的生命并出自于基督生命的，

必胜过阴间的门。 

约翰福音11:25 耶稣对她说，我是复活，我

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③神乃是要召会彰显出基督的生命来，所

以召会必须满了生命。 

④凭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胜过死，因为撒

但已经把死注 入我们里面；唯一能胜过死

的，乃是主耶稣基督。 

哥林多前书15:22 因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

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过来。 

G) 基督在十字架上尝了死味，废除了魔鬼，并

且把死废掉： 

①主耶稣尝了死味，不仅是为着人，也是为

着神所造的每样东西；借此使神能在基督

里叫万有与祂自己和好。』 

②基督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那

掌死权的魔鬼，并释放那些因怕死而受挟

于奴役的人： 

ａ．神的儿子成为肉体，好在十字架上借着

死，废除在人肉体里的魔鬼；这是要将撒但

废掉，使他归于无有。 

ｂ．主既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就释放我

们这些因怕死而受挟于奴役的人： 

（1） 从前死作王管辖我们，我们因怕死而

一直在其奴役之下。 

（2）主既废除了魔鬼，现今我们就不再怕

死，并从死的奴役下得了释放。 

③基督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把死废

掉： 

提摩太后书 1:10 …我们救主基督耶稣…

祂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

坏照耀出来。 

ａ．基督借着祂那废除魔鬼的死，叫死归于

无有。  

ｂ．把死废掉，意思不是把死除去，乃是使

其无效；死乃是在被扔到火湖里时才被除

去。 

ｃ．虽然死还没有被除去，然而借着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死，死已被废掉，乃是事实。 

H) 主耶稣借着祂的复活，胜过了死，冲破了死。 

① 魔鬼最后所用来对付主耶稣的就是死： 

ａ．基督来应付这个掌死权的仇敌。 

ｂ．主耶稣不逃避死，因为祂不怕死，知道

祂会胜过死。 

ｃ．主将自己交于死，死却无法扣住祂，反

而被祂击败，祂就从死里复活了。 

②死不能拘禁主，坟墓不能限制祂，阴间不

能扣留祂，祂复活了；复活就是胜过死。 

I) 因着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住在我们

里面，我们就能在生命中作王胜过死；神圣

的生命使我们登宝座作王，在生命中掌权

胜过死。 

罗马书 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

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

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

命中作王了。 

J)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供应生命；

我们经历并享受内里复活的生命，然后我

们也需要借着成为管道供应这生命，让这

生命能流到身体别的肢体里。 

  



经历①：每天吃属灵健康食物，即神的话 

神不仅渴望人作祂的器皿盛装祂，也要人

吃祂、消化并吸收祂。我们吃、消化并吸收物

质的食物，就得着加力并加强。……至终，我

们所吃的食物成为我们这人的细胞和组织。同

样，神永远的计划乃是将祂自己分赐到我们里

面，使祂成为我们里面之人的组成。祂要给我

们消化并吸收，使祂能成为我们里面之人的构

成成分。 

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仪式或作法。……神的

经纶不是外面的事，乃是基督进入我们里面的

事。为此，我们需要借着吃基督，把祂接受进来。 

我们如何能在国度中实行神的旨意？除了

把耶稣吃进来，没有别的路。我们不要想凭自

己来实行神的旨意，那只会失败。完成神旨意

的路乃是把这一位随时顺从神旨意者吃进来。

耶稣就是顺从的国度。我们只需要把祂吃进来，

把祂当作儿女的饼吃下去。我们即使是外邦的

狗，但是桌底下有我们的分。我们都可以吃君

王耶稣，把祂接受到我们里面。国度的一切成

分都在这饼里。我们越多吃主，君王的成分就

越多进到我们里面。阿利路亚！我们要为里面

有这管治的成分赞美主！ 

太 15:2 你的门徒为什么违犯古人的传统？因

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18 惟独出口的，是

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才污秽人。20 这些都是污

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 

26 祂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 

27 妇人说，主啊，是的，就是小狗也吃主人桌

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中高中生篇 

正如营养学家所说的，你就是你所吃的。

这意思是，你所吃的食物构成你的身体。你吃

鱼，鱼的蛋白质就会成为构成你身体的蛋白质。

这个物质的原则，在属灵的事上也是完全一样，

所以圣经极其重视你属灵的吃。 

太 4:4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人活着不

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路 15:23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让我们吃喝快乐。 

约 6:51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活粮，人若吃这

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

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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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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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2:7 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

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

子赐给他吃。 

在物质的吃上重要的是，“每天”、吃“健

康食物”。因此，属灵上也请“每天”、吃“健

康食物”。在实行上，请你每天早晨圣别约 10-

15 分钟，操练灵祷读健康食物，就是神的话。

为了你在主里成长，需要建立“每早晨吃主”

的生活习惯。这个吃的习惯一定会成为祝福你

的学生生活的源头，所以请靠着主的恩典，建

立好的生活习惯。 

祷告：“哦主耶稣，实际上圣经强调吃。因为吃

主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吃主的人，可以因主

活着。若吃主，主的成分就会新陈代谢地变化我

的魂，我的魂就会被模成和主一样。主耶稣，让

我每天早晨，祷读神的话这属灵的健康食物，建

立吃主耶稣的生活习惯。愿借着吃主，我的学生

生活能被拔高，得着祝福。阿们！” 

经历②：圣别自己的舌头，只说建造的好话 

一切死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不洁等于

死。死比罪更污人，且更为可憎。但是我们的

观念，以为罪比死严重。……因着我们的伦理

道德观念，我们认为说谎是有罪的。倘若有人

向我们撒谎，我们会定罪那个谎言是罪。然而，

我们可能不领悟，很合乎道德的谈话也可能充

满了死亡。比方，我们跟一位弟兄谈到他家庭

中一些是非的事，这样的谈话也许很合乎道德，

却可能摸着死亡。 

我们怎能胜过死？凭我们自己，我们不可

能胜过死，因为撒但已经把死注入我们里面。

唯一能胜过死的，乃是主耶稣基督。主在十字

架上工作的目的，乃是要叫撒但死。撒但借着

死来管理世界，基督乃是借着死败坏了撒但。

主的死乃是能了结的死，撒但的死是不能了结

的死。基督的死是完全的、彻底的。其他的死

不过就是死而已，基督的死却能了结一切。阴

间里的死、身体的死、火湖里的死都不能了结，

唯有基督的死能了结；基督的死把撒但了结了，

也把“死”了结了。 

基督为着受死的苦，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

的，好叫祂因着神的恩，为样样尝到死味。这

意思是，祂为万有死。基督尝到死味，不仅是

为着人类，也是为着一切，为着每一样造物。



主耶稣所完成的救赎，不仅是为着人，也是为

着神所造的每样东西。因此，神能借着祂叫万

有与自己和好。 

青职/家庭生活篇 

作为在职者，你要认识自己的舌头是连与死

或是生命。借着你的说话，你连与死或生命。 

箴言 18:21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它的，必

吃它所结的果子。 

你舌头上的死不一定是邪恶的。反而，在

许多情况下它不是邪恶的，但充满了死。例如，

一个八卦的事可能是基于某个事实，但它充满

了死，散播了死。另外请注意，当你说到你的

亲属时，你会带着天然的爱来说。实际上，那

样的说话充满死。以马可 3 章的事例来看，出

自对耶稣的天然的关切，耶稣的肉身的亲属所

说的话，为经学家开辟了亵渎耶稣的路。 

可 3:20 耶稣进了一个屋子，群众又聚在一起，

以致他们连吃饭都不能。21 耶稣的亲属听见，

就出来要拉住祂，因为他们说祂癫狂了。22 从

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学家说，祂有别西卜附着；又

说，祂是靠着鬼王赶鬼。 

FT“祂癫狂了”：“祂癫狂了，”乃是感叹的

话，说出奴仆救主的亲属对祂天然的关切。这

为经学家开了亵渎祂的路。 

作为一个在职者，你不仅要操练不要在公司

说错话，还要注意不要说导致死的话。例如，有

人在公司，谈论的话中带着批评他上司的气氛。

虽然一开始隐藏了恶意，但最后却试图引导听的

人讨厌那个上司。你甚至不能听这样的闲话。 

因着对直系亲属有天然的爱，你就无法正

直地对他们讲说真理。例如，当亲戚或自己的

孩子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由于天然的爱，会

这样考虑并祷告“不管怎样先考上一所好一点

的大学，之后再考虑召会生活”。这种祷告是

天然的祷告，这与神的经纶的原则“先寻求基

督和召会生活”不符。这样天然的祷告和对话，

会使应考的年轻人堕落。 

弗 4:29 败坏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

要说建造人的好话，好将恩典供给听见的人。 

首先，你应该考虑到听你说话之人的属灵

幸福。属灵的幸福应该通过是否“建造作为神

的经纶之目标的召会”来判断。 

祷告：“哦，主耶稣，我的舌头可能会导致死，

散播死，也可能说建造的好话，建造他人以致

建造召会。因此，正确地管治我的舌头至关重

要。主啊，靠着你的恩典，让我学会主宰我的

舌头。从说或听闲话的事上得救。不管是在在

职生活还是家庭生活中，愿我能够先寻求基督

和召会。在神的经纶中，请祝福我的在职生活

和家庭生活。阿门！” 

補充本 115 

在灵里享受 

饱尝我基督在灵里，吃喝祂，享受祂，甜无比！ 

祂丰富都成为我实际，安息又饱足不止息。 

在灵里，在灵里，饱尝我基督在灵里； 

在灵里，在灵里，在灵里，享受主基督，在灵里！ 

補充本 508 

哦，基督有一荣耀召会 

_一_哦，基督有一荣耀召会，我们有分于她 

何等喜乐，主使我们合为一！ 

看哪，在宇宙中有一身体，我们属于她 

阿利路亚，主使我们合为一！ 

阿利路亚，荣耀身体！我们是身体的肢体！ 

一切完全为这身体！阿利路亚，主使我们合为一！ 

_二_ 

不是单独孤立基督徒，乃是团体新人 

神需要她完全彰显祂自己！ 

不仅是一个地方召会，乃是整个身体 

阿利路亚，我们在这身体里！ 

阿利路亚，荣耀身体！使撒但战抖的身体！ 

在身体里我们得胜！阿利路亚，我们在这身体里！ 

_三_ 

神那完全圣别的性情，显在七金灯台 

身体生活不容天然的存在。 

我们合一且有分神性，金灯台就照耀 

阿利路亚，她正发光且照耀！ 

阿利路亚，荣耀身体！这个身体是金灯台！ 

处处发光，精光照耀！阿利路亚，她正发光且

照耀！ 

_四_ 

我们如何彰显这合一，圣别并且照耀？ 

阿利路亚，吃主耶稣就是路！ 

祂是生命树，是吗哪，又是常新的筵席 

阿利路亚，我们天天都吃主！我们合一藉着吃

主！我们圣别藉着吃主！我们发光藉着吃主！ 

阿利路亚，吃主耶稣就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