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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設餅的桌子：出埃及記結晶讀經#27 2016.3.7-3.13

Ⅰ．我們眾人必須學習從基督得餧養，把祂接受進來，並享受祂作屬靈的食物：：

馬太4: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耶利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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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神的經綸是要我們喫基督，並由祂所構成，好成爲祂團體的彰顯：

約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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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喫乃是經歷神的分賜而成爲祂的彰顯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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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喫聖經的話，實際上就是喫話裏所傳達的神。已往，那些花許多時間接觸神的敬虔人，是自然而

然的，甚至不知不覺的，在神的分賜之下。藉着神的分賜，神身位的各面和祂屬性的各項，就是神的

成分，便注入我們裏面。

２．神的經綸不是外面事物的事，乃是基督進入我們裏面的事；爲此，我們需要藉着喫基督，把祂接受

進來。

以弗所3:17使基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根立基，

３．我們喫、消化並吸收基督，就被祂構成，在生命、性情、和彰顯上成爲與祂一樣，使作爲基督身體的

召會得着建造。

以弗所4:16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

一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曉得如何喫基督的人並不多。我們眾人必須學習喫祂、接受祂、享受祂作屬靈的食物。當我們將

基督供應給人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得了餧養。

Ｂ．『主的恢復乃是恢復喫耶穌，以建造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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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陳設餅的桌子表徵基督作食物乃是筵席，滋養那作神祭司的信徒(出25:23-30)：

出25:23 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張桌子，長二肘，寬一肘，高一肘半。24 要包上純金，四圍鑲上金牙邊。

30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擺陳設餅。

Ａ．凡喫桌上陳設餅的人，都是祭司；因此，桌子表徵基督乃是神祭司的筵席。

Ｂ．當我們講論聖所裏的桌子，我們乃是說到那些在帳幕裏作神祭司事奉神的人。

Ｃ．桌子表徵基督作爲我們事奉主每週的供應。

利未24:5 你要取細麵，烤成十二個餅，每個餅用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二。6 要把餅擺成兩行，每行六

個，放在耶和華面前純金的桌子上；8 安息日要常常把餅擺列在耶和華面前；這要為以色列人作永遠

的約。9 這餅是要給亞倫和他子孫的，他們要在聖處喫，因為這在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是至聖的，要

歸與亞倫；這是永遠的定例。

Ⅲ．按照神啓示的順序，陳設餅的桌子啓示於見證的櫃之後。這含示桌子聯於約櫃：

按照神啓示的順序，陳設餅的桌子啓示於見證的櫃之後。這含示桌子聯於約櫃。約櫃是爲着神的見

證，而桌子是爲着我們的滋養。不僅神需要得着見證，我們也需要得着滋養。

Ａ．在屬靈經歷中，我們在基督這平息蓋上與神相會，享受與神的交通，並聽祂口中所出的話時，約櫃就

成爲桌子，在此我們享受滋養的筵席(出25:10-23)：

出25:10 他們要用皂莢木作一個櫃，長二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半。

１．約櫃自然而然就成了桌子；這意思是說，基督—神的見證—成爲我們的滋養。

２．基督旣是神的具體化身，祂就成了滿有生命供應的桌子，滋養我們。

約翰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

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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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們有了約櫃的平息蓋，就是基督作爲我們的平息處，最終約櫃就成爲桌子；這乃是屬靈經歷的事

實（出25:18-23）。

出25:22 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又要從見證的櫃遮罪蓋上兩個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

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那些缺少經歷的人無法領會我們所說的。因爲他們在屬靈事物的文化上是門外漢，所以無法懂得這

樣的言語，就是見證的櫃在我們的經歷中成爲陳設餅的桌子。然而，我們有了約櫃的遮罪蓋，就是基

督作爲我們的平息處，最終約櫃就成爲桌子；這乃是屬靈經歷的事實。

４．這都是對同一位基督的經歷，這位基督是神的見證，祂乃是神的具體化身和彰顯；祂成爲桌子，也

成爲食物，我們可以來享受，作我們的滋養。

Ｂ．約櫃和桌子同高，都是一肘半；這啓示出我們對基督的享受必須符合神見證的標準（出25:10,23）。

我們由二十三節知道，陳設餅的桌子高一肘半。這表徵這裏的標準是達到見證櫃的標準。基督對我

們這些事奉之祭司的餧養，符合神見證的標準。我們對基督的享受若沒有達到約櫃高度所表徵之神

的見證，我們的享受就不完美，在一些方面有缺欠，低於標準。

Ｃ．約櫃產生桌子，而桌子帶我們回到約櫃；這意思是說，基督作爲神的具體化身，把我們帶進對祂的

享受中，我們對基督的享受總是把我們帶回到作爲神見證的基督那裏。

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該有見證，也該有滋養。…我們已經看見，約櫃和桌子都是用皂莢木包金作 的。

二者同高，都在四個腳上有金環，都用皂莢木包金的兩根槓扛抬。這些相同點指明，桌子來自於對約

櫃的經歷。約櫃總是在先，產生桌子，不是桌子產生約櫃。然而，最終在我們的經歷中，很難說那一個

在先。約櫃產生桌子；但我們越經歷桌子，就越有約櫃，因爲桌子總是帶我們回到約櫃那裏。。因此，

約櫃產生桌子，而桌子帶我們回到約櫃。這意思是說，基督作爲神見證的具體化身，把我們帶進對祂

的享受中，我們對基督的享受總是把我們帶回到作爲神見證的基督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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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陳設餅的桌子擺在帳幕裏面的聖所內；在帳幕裏面，表徵在神子民作神建造的居所裏面或中間：

出40:22 又把桌子放在會幕內，在帳幕北邊，在幔子外。

來9:2 因為有豫備好的帳幕，頭一層叫作聖所，裡面有燈臺、桌子和陳設餅；

Ａ．在聖經中桌子不是表徵個人的喫喝，乃是表徵團體的筵宴。

林前10:16 我們所祝福的福杯，豈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基督身體的交通

麼？

桌子上的陳設餅表徵團體的筵席。在聖經中，桌子不是表徵個人的喫喝，乃是表徵團體的筵宴。在

召會生活中，我們是團體的喫筵席。當然，我們單獨時，也可以有一些對基督的享受，但這種享受比

不上在神的居所裏團體的與基督一同坐席。我們在帳幕裏所享受桌子上的陳設餅，真是太豐富了！

Ｂ．基督作爲神祭司的食物，乃是爲着在神的居所裏面團體的喫喝。

Ｃ．凡真實、實際同被建造的信徒，就是現今作爲神居所的帳幕：

弗2:21 在祂裡面，全房聯結一起，長成在主裡的聖殿；

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居所。

１．在神的居所裏面，就是在那些同被建造的聖徒裏面，有一張桌子，其上有滋養的餅。

約翰14:2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是為你們豫備地方。6:33因

為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人的。35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

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２．享受陳設餅的桌子需要召會的建造：

ａ．在召會這神的居所以外，我們無法享受基督作滋養我們之陳設餅的桌子。

ｂ．我們必須是同被建造的信徒，真實、實際的成爲神現今的居所；然後在這建造裏面，就有陳設餅

的桌子，作我們的滋養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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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陳設餅的桌子是用皂莢木包金作的（出25:23-24）：

Ａ．這裏的皂莢木，表徵基督的人性是祂作我們筵席的基本元素。

Ｂ．桌子包金，表徵神的彰顯：

１．在基督裏面，祂的人性乃是給我們享受的基本元素；在祂身上，有神性作爲神的彰顯。

２．我們若享受基督，就會彰顯神；這意思是，當我們享受主耶穌作供應以服事神時，其結果乃是金，

就是基督的神性，作神的彰顯。

３．我們越享受基督作筵席的基本元素，就越彰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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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Ⅵ．聖所裏桌子上的餅稱爲陳設餅（面餅）：

出25:30 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擺陳設餅。

Ａ．桌子是設立在神面前，就是在祂的同在中，離約櫃不遠：

１．嗎哪是讓所有在帳幕院子外面的百姓收集的，而神同在的餅只給在帳幕裏面，聖所內神面前的祭

司享受。

出40:22 又把桌子放在會幕內，在帳幕北邊，在幔子外。。23 在桌子上將餅擺列在耶和華面前；是照

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來9:2 因為有豫備好的帳幕，頭一層叫作聖所，裡面有燈臺、桌子和陳設餅；

２．嗎哪豫表基督作神子民生命的供應，爲着他們的生活；（出十六19；）桌子上的餅豫表基督作神祭司

的生命供應，使他們不僅能生活，也能事奉神。

３．這餅指明神的子民不該再憑自己而活，乃該憑基督作他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而活。

Ｂ．出埃及二十五章三十節裏譯爲『陳設』的原文，事實上是『面』的意思：

１．陳設餅就是面餅，意指神的同在，神的面，乃是事奉之祭司的生命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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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子基督的面光照我們，祂就是那看不見之神看得見的同在：

民6:25願耶和華使祂的面光照你，賜恩給你；

耶和華的面光照我們，以及祂賜恩給我們，就等於神的成爲肉體作祂同在的光照，隨着這光照有

恩典。主賜恩給我們，意卽祂繼續不斷的作我們的恩典（民六25 註2）。

ａ．主耶穌來作神的面。

林後4:6因為那說光要從黑暗裡照出來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為著光照人，使人認識那顯在耶穌

基督面上之神的榮耀。

ｂ．神和祂的同在是看不見的，但藉着祂的成爲肉體，祂成了照耀的日光。

路加1:78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

ｃ．這照耀的日光就是神那看不見的同在成爲看得見的。

３．在我們的經歷中，神同在的實際乃是在我們靈裏的那靈，而那靈也是基督作爲生命之餅的實際。

提後4:22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約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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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陳設餅也稱爲擺列餅：

歴代上9:32他們族弟兄哥轄人的子孫中，有管理陳設餅的，每安息日豫備擺列。

１．以某種方式排列餅時，就是餅的一種陳列。

２．當我們經歷基督作我們裏面生命的供應時，我們就能在神面前將所經歷的基督擺列出來，作神與人

生命的供應。

林後4:5因為我們不是傳自己，乃是傳基督耶穌為主，也傳自己為耶穌的緣故，作你們的奴僕。

３．我們是新約的祭司，應當學習如何向所有敬拜神的人擺列基督作陳設餅，幫助信徒，給他們看見如何

進入聖所，經歷並享受基督作他們生命的供應。

約翰一書2:5然而凡遵守祂話的，神的愛在這人裡面實在是得了成全。在此我們就知道我們是在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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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學生生活篇

① 成為與主有親密的交通、得喂養、有見證的學生：為了要度過有意義見證的學生生活，你需要與主有

私人親密的交通。請唱詩歌568 (E784) 。

1. 禱告與主來往交通，祂面靈裡來尋求；祂前求問並且靜聽，隱密之處來等候。

2. 禱告與主來往交通，從你裡面全敞開；敞著臉面將祂瞻仰，單一、純潔又實在。

3. 禱告與主來往交通，憑信將祂來尋求；學習來摸祂這活靈，恭敬、仰望並等候。

4. 禱告與主來往交通，以靈、以真為祕訣；總要憑靈禱告、求問，照著裡面的感覺。

像這樣與主有個人地、沒有距離的、親密的交通，就是在作為平息處的基督裡面，來到作為神具體

化的基督、見證的櫃前。然後，見證的櫃就引導你到桌上餅的喂養。

我們需要由經歷的觀點來看約櫃與桌子之間的關係。我們由經歷中曉得，當我們在基督這遮罪蓋上與

神相會，享受與神的交通，並聽祂口中所出的話語時，約櫃就成爲桌子，在此我們享受滋養的筵席。···這

意思是說，基督—神的見證—成爲我們的滋養。基督旣是神的具體化身，祂就成了滿有生命供應的桌子。

② 學生生活每天都攸關勝負：為了度過充實的學生生活，你要注意每一天的生活。主復活後，跟我們約

定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馬太28：20 「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為了要每天經歷復活的主同在，你必須要每天早晨花30分鐘復興、得喂養。禱讀主話、吃主、藉主

得喂養時，就會拔高你魂的各個部份：心思、意志、情感，就能夠適當地應每天學生生活中各式各樣

的事情。

我們必須在祭壇那裏停留一段時間，一點一點承認我們的虧欠；然後我們取用救贖之血的潔淨。我們

若肯如此行，我們就會有一種內在、深切的感覺，就是這位救贖我們的基督是我們的享受。···用寶血之

後，我們就轉到陳設餅的桌子那裏喫基督。我們在那裏喫基督，享受祂，品嘗祂。我們不只喫祂，更是將

祂吸收進來。···五到十分鐘的晨更是不彀的。按照經驗，我們至少需要三十分鐘。···這正像喫早飯一樣。

我們不能在兩三分鐘之內喫一頓像樣的早飯。卽使我們午餐喫一條熱狗，也不只用五分鐘。···我們需要

較長的時間，越長越好。我們必須留在陳設餅的桌子那裏得滋養，被充滿，好叫我們滿得生命的供應。

(復)禱告與主來往交通，

祂面靈裡來尋求；

祂前求問並且靜聽，

隱密之處來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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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補充本）、２０７番
1. いのちの木としてかみは御子あとう。
だれでもーあじわえ、しょくすによし！
しょくによし！しょくすによし！
あじわいーあかしす、しょくすによし！

2. 主は宴せきもうけ、われはしょくし生く。
宴せきのーしょくもつ、みな主ご自身。
イエス、われらのしんの宴せき。
霊にてイエースしょくし、われ生かさる。

3. キリストは糧しょく、われらのパン、にく。
いのちのーきょうきゅう、日ごとしょくす。
日々、主を食べ、日々かてとし、
いのちのーきょうきゅう、日ごとしょくす。

4. たのしいえんせき、ゆたかさあふれる。
みな来てーしょくせと、かみ言われる。
来たりしょくせ、えん慮せずに、
みな来てーしょくせと、かみ言われる。

1 God gave His Son to man to be
The tree of life so rich and free,
That every man may taste and see
That God is good for food.
Yes, God is good for food!
Yes, God is good for food!
We've tasted and we testify
That God is good for food!

2 We eat this feast and take God in,
And as we eat we live by Him,
For all the elements within
This feast are God Himself.
Yes, Jesus is our feast!
Yes, Jesus is our feast!
We eat this feast and live by Him,
For Jesus is our feast!

１神已将祂儿子赐下，作生命树无比丰富；
要叫人人一尝便知，神是我们食物。
神是我们食物！神是我们食物！
我们尝过就作见证，神是我们食物！

2 藉吃把主接受进去；凭主而活，并不吃力，
因为我们所吃筵席全是主的自己。
主是我们筵席！主是我们筵席！
我们吃主，因主活着，主是我们筵席！

3 我们所吃乃是基督─是粮，是肉，属天食物；
生命供应，营养充足，我们天天吃主！
我们天天吃主，我们天天吃主，
生命供应，营养充足，我们天天吃主！

4 吃这筵席，真是享福！应有尽有，极其丰富！
无论何人，凡是愿意，都可白白来吃。都可白
白来吃，都可白白来吃，无论何人，凡是愿意，
都可白白来吃。

3 Christ Jesus is the food we eat;
He is our bread, He is our meat;
He is our life-supply complete;
We daily eat of Him.
We daily eat of Him,
We daily eat of Him.
He is our life-supply complete;
We daily eat of Him.

4 This feast is so enjoyable;
To men it's so available,
For God said whosoever will
May come and freely eat.
Yes, come and freely eat;
Yes, come and freely eat.
For God said whosoever will
May come and freely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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