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基督作素祭，好成为基督的复制，以完成神的定旨（诗歌：补 213）
Overview：我们需要吃基
督作我们的素祭，好使祂
借着我们在祂被神性所
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
地上。 
路加福音揭示主耶稣—
人救主—那由素祭所预
表的神人生活。 
我们不仅吃头一种形态
的素祭，就是面—个人的
基督，也吃第二种形态的
素祭，就是饼—团体的基
督，就是召会。我们需要
借着过素祭的召会生活
而被调和在一起，成为一
个身体。借着有分于基督
作素祭，我们就能有耶稣
的人性为着主的恢复、为
着属灵的争战、并为着神
的国度。 

Ⅰ．素祭预表在人性里的
基督作神的食物，尤其是
作那些与神交通并事奉
祂之人的食物。 
Ⅱ．我们需要吃基督作我
们的素祭，好使祂借着我
们在祂被神性所丰富的人
性里，再次活在地上： 
Ａ．借着吃基督作我们的
素祭，我们就成为作素祭
之基督的繁殖、复制和扩
大；这素祭由经过基督的
死而在复活里的人性调着
神性的油所组成，其中没
有酵和蜜。 
Ｂ．借着吃基督作我们的
素祭，我们就能活祂，并
显大祂这位从前活在福音
书里那奇妙、超绝、奥秘
的神人。 

Ⅲ．路加福音揭示主耶稣—人救主—那由素祭所预表的神人生活： 
Ａ．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神在创世记一、二章所要得着的那种人：』 
１．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以彰显祂并代表祂。 
２．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造人的定旨有密切的关系。 
３．主耶稣这位神人乃是由带着一切神圣属性的神圣素质，以及带着一切人性美德的属人素质所组成的。 
４．救主的成孕乃是神成为肉体（如素祭所预表之神人的调和），不仅是由神圣的能力所作成，更是由
神圣的素质加上属人的素质所构成，因此产生了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人： 
ａ．人救主是真正的人，有真实的人性与完美的人性美德，够资格作人的救主。 
ｂ．祂也是完整的神，有真实的神性与超绝的神圣属性，加强并确保祂拯救人的能力。』 
ｃ．当人救主在地上时，祂过着神圣属性与人性美德调和的生活；这就是最高标准的道德。 
ｄ．基督借着祂芬芳的美德，在祂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借这芬芳的美德，祂吸引人并
夺取人，不是在祂的肉体里，凭祂人性的生命活着，乃是在祂的复活中，凭祂神圣的生命活着。 
ｅ．神圣的性情连同其属性，彰显在主那带着美德的人性里；因此，主耶稣的生活是既属人又神圣，
既神圣又属人的。 
Ｂ．路加福音揭示人救主在祂带着神圣属性之人性美德中的职事。 
Ｃ．正如路加福音所启示的，主耶稣有最高标准的道德： 
１．最高标准的道德，乃是神所要求的标准生活，就是神圣属性彰显于人性美德的生活。 
２．最高标准的道德乃是主耶稣基督这位人救主的生活，祂的生命乃是由带着神圣属性的神与带着人
性美德的人所组成的。 
３．属人生命被神圣生命所充满，人性美德被神圣属性所加强并丰富之后而有的生活，就是我们所称
之为最高标准的道德。 
４．神是在那合乎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里得着彰显。 

Ⅳ．借着有分于基督作素祭，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复制—作团体素祭的召会： 
Ａ．罗马八章启示，我们基督里的信徒该是基督作素祭的翻版；我们该是祂的复
印、复制，因而与祂一样。』 
Ｂ．我们若吃基督作素祭，就会被基督构成，因而成为基督这素祭的扩大一召会
作团体的基督，团体的素祭。 
Ｃ．作我们日常供应的素祭不仅是基督，更是基督同召会生活： 
１．我们的饥饿得着满足，不仅是因着基督，也是因着召会生活；因此，我们不
仅该从基督得喂养，也该从召会生活得喂养。 
２．我们不仅吃头一种形态的素祭，就是面—个人的基督，也吃第二种形态的素
祭，就是饼—团体的基督，就是召会。 
Ｄ．我们需要借着过素祭的召会生活而被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 
１．面的素祭表征个人的基督与个别的基督徒；饼的素祭表征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
同祂的身体—召会。』 
２．素祭乃是预表那为着完成神经纶的调和： 
ａ．我们要被调和在身体生活，就是素祭的召会生活里，就必须经过十字架，
并凭着那灵，而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将基督分赐给人。ｂ．交通调和我们，
就是调节我们、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并将我们调在一起，使我们失去区别，
并拯救我们不致使召会的生活和工作带有个人的色彩，好使基督作一切，又在
一切之内。 

Ⅴ．借着有分于基督作素祭，我们就能有耶稣的人性为着主的恢复、为着
属灵的争战、并为着神的国度： 
Ａ．为着主的恢复，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 
１．因着召会的堕落和社会的腐败，我们今天在一种情形里，需要耶稣的人
性为着祂的恢复： 
ａ．在这个堕落的时代要有主的恢复，我们就需要正当的人性。 
ｂ．为着在这堕落世代站立得住，我们主要需要的不是神奇的能力，而是耶
稣的人性。』ｃ．主正在作恢复的工作；在这恢复之中，祂需要一班人接受
祂作他们的人性。 
２．在召会堕落和社会腐败的情形之下，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恢复，为此我
们需要耶稣的人性，以完成神的定旨。 
Ｂ．为着属灵的争战，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 
１．在圣徒与仇敌之间属灵的争战，主要是在于耶稣的人性。 
２．为着召会打属灵的仗，我们都需要正当的人性。 
３．对仇敌打仗，我们必须运用耶稣的人性。 
４．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没有正当的人性，但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并
且祂的人性对属灵的争战是最适当的。 
Ｃ．为着神的国度，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 
１．为着神在地上建立国度，祂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需要有耶稣的人性，并
有正当的人性美德。 
２．当我们有耶稣的人性，我们就不仅是在神的国里，并且我们就是神的国。 
３．得胜者有资格和基督一同作王，乃是由于耶稣的人性作到他们里面。 

2018/3/26-4/1 利未记的结晶读经(一)#5 



第一日： 

利2:1 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就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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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1:26 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像，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

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27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创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

有女。 

第二日：路1: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2:52 耶稣在智慧和身量，并在神与人面前所显明的恩典上，都不断增长。 

西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第三日： 

路2:40 那孩子渐渐长大，刚强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 

太5:48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路6:35 但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且要借给人，不指望偿

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因为祂恩待那忘恩

的和作恶的。 

第四日：利2:3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

中为至圣的。 

林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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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8:11 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

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祂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 

第五日：约12:24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提后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祂自己

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第六日： 

罗14:17 因为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启1:9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

有分的，为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来2:14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有分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

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申言稿》  



经历①：召会生活不是天使的生活，乃是满了人性的生活 

神要在每个地方都有素祭。祂渴望每个地方召会都是满足祂的素祭，并

且每天给圣徒完满的供应。 

我们的饥饿得着满足，不仅是因着基督，也是因着召会生活。召会生活

满足我们，因为召会生活是团体的素祭，上好的分是给神的，剩下的是给我

们的。所以，我们是由召会生活，用召会生活所喂养的。召会生活乃是作我

们日常供应的素祭。为着素祭的召会生活，阿利路亚！ 

召会生活不是天使的生活，乃是满了人性的生活。然而，有些基督徒受

教导说，他们该尽力象天使，而不该象人那样活着。这观念完全错误。…为

着召会生活，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性。但这人性不该与圣灵分开，乃该是一种

与圣灵调和，且有圣灵浇灌其上的人性。换句话说，为着召会生活，我们需

要作有油的人，就是被那灵，且以那灵所调抹的人。 

素祭有个人的一面，也有团体的一面。今天基督不仅以个人的方式活着，

祂更与祂的身体，召会，一同活着。基督是以团体的方式活在神面前。祂是

头，祂有祂的身体同其肢体。所以，就着饼之形态的素祭来说，我们有召会

生活。 

我们要有饼的素祭，就需要细面调油。细面与油调和，就产生面团。面

团拿到炉子里烤，就成了饼。这饼乃是召会生活的象征。这象征指明，基督

的生活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至终成了一个总和，这总和就是召会生活。 

中高中生篇 

从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前期，在美国很流行嬉皮士。他们是一群不

寻求物质的繁荣，也不学习，认为比起辛辛苦苦地工作，过轻松的生活更好

的人。这样的风气进到召会生活的时候，李弟兄劝勉那些大学休学过着嬉皮

士一样的生活的弟兄姊妹，回到大学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尽可能读研究生

取得硕士学位，如果取得了硕士学位的话，可能的话进一步取得博士学位。 

对中高中生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第二，就是在学校生活中，与

老师以及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习在团队中努力做一些事情。不可以

认为这些事很麻烦，而随便做做。你不可以认为自己以后并非想要成为有钱

人或是大学教授，所以不是没有必要那么努力地学习吗。这种想法是，你想

要逃避现实生活，过天使一样的生活。嬉皮士的风气就是，符合这种过天使

一样的生活的愿望。正常的人，会早起，正常地饮食，正常地学习，正常地

工作，正常地就寝。你应该认识到神所愿望的是正常的人。一切否定正常人

类生活的，都是从撒但而来的。撒但的目的是，使你对神的经纶没有用处。

天使没有日常生活的劳苦，但神想要的不是天使，而是正常的人。作为正常

的中高中生，你需要每天要一点点地正常地努力学习。 

经历②：为了属灵的争战的耶稣正常的人性 
我们必须向这宇宙表示并宣告说，我们在这里是一班团体人，接

受耶稣作我们的人性。这要使仇敌惧怕。那试诱者前来对主耶稣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但主耶稣回答时说祂自己是人。那叫仇敌害
怕。我们必须有耶稣那样的人性。在主的恢复中，召会里的每一个人
都必须是正确的人，甚至是象皂荚木那样的人。这要成为强有力的见
证，可以堵住仇敌的口。 

在圣徒与仇敌之间属灵的争战，不太在于神圣的能力，乃在于正
确的人性。为着属灵的争战，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对仇敌打仗，我
们必须在日常行事为人中，活出耶稣的人性。我们的家庭生活，需要
耶稣的人性。在召会的圣徒们中间，需要耶稣的人性。换句话说，如
果我们的人性不正确，我们就不可能打败撒但，乃是已经被打败了。
只要我们没有正确的、正常的人性，我们就已经失败了。 

靠着自己我们无法作这样的人，但祂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人，并
且祂的人性是如此正确，足以应付属灵的争战。我们献给神的素祭是
由这种人性组成的。 

在职青年篇 
请看但以理的例子，认识到你的在职生活是争战的生活。但6:3 因

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
治理通国。4 そ那时总长和总督，在国事上寻找但以理的把柄，为要
告他，只是找不着他的把柄和过失；因他忠信可靠，在他身上找不到
任何疏忽和过失。7 「…国中的总长、司令、总督、谋士和省长，彼
此商议，要王坚立一条律例，严定一道禁令，三十日内不拘何人，若
在王以外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10 但
以理知道这文书已经签署了，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
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下，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因他素常就是
这样行。13 他们便对王说，王阿，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尊重
你，也不尊重你所签署的禁令，竟一日三次祈祷。16 于是王下令，人
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事奉的神，
祂必救你。 

撒但会利用堕落的人，想方设法的破坏你的信仰和召会生活。你
如果是正常的基督徒，一定会受到撒但的攻击。但是，赞美主。就像
救出了但以理一样，神也能救出你。重要的是，你作为正常的人要有
勤奋工作的见证、不怕反对、继续保持信仰。 
22 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显
为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害人的事。23 王就甚为喜乐，吩咐人
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不见任何
伤损，因为他信靠他的神。24 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
连他们的儿女和妻子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
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補213 キリストを享受する-食物と飲み物として 
 

1. 試れんのなかでも、 日々イエスしょくせば、 
ひとなるイエスーが わがすべてとなる。 
食べる、食べる、 イエス食べれば、 
かれのじんせいで、 われは満たされる。 

 
2. わが人性がイエスと なるまでイエス飲もう 

あふれながるまで、さらにイエスを飲もう。 
飲め、飲め、イエス、さらに飲めば、 
かわきはいやされ、 主のじんせい持つ。 
 

3. かみのご計かくが かんせいするまで、 
召かいが新じんを 表現すまで食べる。 
かんで、はん芻し、 素祭なるイエス、 
集かいの天まくに 持ち寄りささげる。 

 
 
 
 
 
 
 
 
 
 
 
 
 
 
 
 
 
 
 
 
 
 
 
 

1146 Let us eat Jesus every day 
 
1. Let us eat Jesus every day, 

Eating His flesh in such a way 
That in the trials great or small 
He as a Man will be our all. 
Eat, eat more of Jesus! 
Eat, eat more of Jesus! 
Why should we undernourished be 
When we have His humanity? 
 

2. Let us drink Jesus till we see 
That we are human, Jesusly! 
Till rivers flood the barren ground 
And quench the thirst of all around. 
Drink, drink more of Jesus! 
Drink, drink more of Jesus! 
Why should we ever thirsty be 
When we have His humanity? 
 

3. We must eat Jesus till God can 
Have the fulfillment of His plan— 
One man expressed for all to see, 
One church in each locality. 
We'll masticate Jesus! 
We'll masticate Jesus! 
Then to the tent of meeting bring 
Jesus, our real meal offering. 
 
 
 
 
 
 
 
 
 
 
 
 
 

 
 

（英 1146） 吃主耶稣作素祭 
 

1. 我们天天吃主耶稣， 以祂人性作为食物， 
‟人之中人”应付所需，  任何试炼都不足惧。 
更多吃主耶稣！    更多吃主耶稣！ 
祂的人性丰富超特， 只管吃祂，何必挨饿。 
 

2. 我们饮与耶稣的灵， 有分于祂拔高人性， 
直至流出活水江河， 滋润多人，解除干涸。 
更多喝主耶稣！    更多喝主耶稣！ 
祂的人性丰富超特， 只管喝祂，何必干渴。 
 

3. 天天吃主，消化吸收，  使神计划得以成就-- 
各地召会得着建立， 一个新人显于全地。 
天天吃喝耶稣！    天天吃喝耶稣！ 
将祂丰富带到会幕， 献作素祭，神，人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