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節期（一）
安息日、逾越節、無酵節
詩歌：

讀經：利二三1～8，創一26～二3，路二二7～20，林前五7～8
利23:1
利23:2
利23:3
利23:4
利23:5
利23:6
利23:7
利23:8
創1:26
創1:27
創1:28
創2:1
創2:2
創2:3
路22:7
路22:8
路22:9
路22:10
路22:11
路22:12
路22:13
路22:14
路22:15
路22:16
路22:17
路22:18
路22:19
路22:20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這些是我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爲聖會的節
期。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
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所定的日期要宣告爲聖會的，乃是這些：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
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創造他；創造他們有男有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地，也要管
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造作的工，安息了。
神賜福給第七日，將其分別爲聖，因爲在這日神歇了祂一切創造和造作的工，
就安息了。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耶穌打發彼得和約翰，說，你們去爲我們豫備逾越節的筵席，給我們喫。
他們問祂說，你要我們在那裏豫備？
耶穌說，看哪，你們進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要跟着他，
到他所進的屋子裏去，
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我同門徒可以喫逾越節筵席的客房在那裏？
那人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房，你們就在那裏豫備。
他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對他們所說的，他們就豫備了逾越節的筵席。
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和祂同坐。
祂對他們說，我切願在受害以先，同你們喫這逾越節的筵席。
我告訴你們，我絕不再喫這筵席，直到它成就在神的國裏。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着喝。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絕不喝這葡萄樹的產品，直等神的國來到。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捨的，
你們要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這血是爲你們流出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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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5:7
林前5:8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樣，因爲我們的
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誠真實的無酵
餅。

壹 利未記二十三章裏的節期乃是爲着安息和享受，豫表基督作我們的
安息和享受—2節，太十一28～30：
利23:1
利23:2
利23:3
利23:4
利23:5
利23:6
利23:7
利23:8
利23:9
利23:10
利23:11
利23:12
利23:13
利23:14

利23:15
利23:16
利23:17
利23:18

利23:19
利23:20
利23:21
利23:22
利23:23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這些是我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爲聖會
的節期。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甚麼工都不可
作；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所定的日期要宣告爲聖會的，乃是這
些：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進了我賜給你們的地，收割莊稼的時候，要將初
熟的莊稼一捆帶給祭司；
他要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使你們蒙悅納；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
日把這捆搖一搖。
搖這捆的日子，你們要把一隻一歲、沒有殘疾的公綿羊羔獻給耶和華爲燔
祭。
同獻的素祭，是調油的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二，作爲怡爽香氣的火祭，獻
給耶和華。同獻的奠祭，是酒一欣的四分之一。
無論是餅，是烘的子粒，是新穗子，你們都不可喫，直等到把你們獻給神
的供物帶來的那一天，纔可以喫。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要作世世代代永
遠的定例。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爲搖祭的那日算起，滿了七個安息日。
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再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
要從你們的住處帶來兩個搖祭的餅，是用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二加酵烤成
的，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又要將沒有殘疾、一歲的羊羔七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兩隻，和餅一同
奉上；這些與同獻的素祭和奠祭要作爲燔祭獻給耶和華，就是作怡爽香氣
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你們要獻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兩隻一歲的公綿羊羔作平安祭。
祭司要把這些和初熟之物作的餅，連同兩隻公綿羊羔，一同作搖祭，在耶
和華面前搖一搖；這些是歸耶和華爲聖，給與祭司的。
當這日，你們要宣告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這在你們一切的住
處，要作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收割地的莊稼時，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收割時所遺落的，要留
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耶和華對摩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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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24
利23:25
利23:26
利23:27
利23:28
利23:29
利23:30
利23:31
利23:32
利23:33
利23:34
利23:35
利23:36
利23:37
利23:38
利23:39
利23:40
利23:41
利23:42
利23:43
利23:44
太11:28
太11:29
太11:30

一

神命定了節期，使祂的子民可以與祂一同安息，一同喜樂，使他們與神並
彼此同享神爲祂贖民所豫備的一切；這享受和安息不是個人的，乃是團體
的—利二三1～2。
利23:1
利23:2

二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日，你們要有完全的安息，要吹角作記念，
當有聖會。
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耶和華對摩西說，
七月初十日是遮罪日，你們要有聖會，並要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獻給耶
和華。
當這日，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因爲是遮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
爲自己遮罪。
當這日，凡不刻苦自己的人，必從民中剪除。
凡這日作甚麼工的人，我必將他從民中除滅。
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要作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守這日爲完全安息的安息日，並要刻苦己心。從這月初九日晚上到
次日晚上，你們要守爲安息日。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這七月的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七日之久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有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這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這些是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爲聖會的；要將火祭，就是燔
祭和素祭，平安祭，並奠祭，各按各日獻給耶和華。
這是在耶和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禮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耶
和華的以外。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要
有完全的安息，第八日也要有完全的安息。
第一日，你們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棕樹的枝子、茂密樹的枝條、與溪邊
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你們每年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
要在七月間守這節。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
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告訴以色列人。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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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這些是我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
爲聖會的節期。

耶和華所定的節期乃是聖會，是神子民爲着特別、專一目的而被召聚的特
別聚集—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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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4

三

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所定的日期要宣告爲聖會的，乃
是這些：

這些聖會表徵信徒聚集爲召會，在神面前，與神並彼此團體的以基督爲安
息和享受—林前十16～17。
林前10:16
林前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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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着只有一個餅，我們雖多，還是一個身體，因我們都分受這一個
餅。

貳 每週的節期，安息日，表徵蒙神救贖之人與神並彼此同享的安息；
每七日有一日爲着安息與享受—利二三3：
利23:3

一

安息日的原則乃是我們該停下我們的工作，因爲神爲我們作成了一切，並
且成爲一切，給我們享受—創二2～3。
創2:2
創2:3

二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甚麼工都不可
作；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造作的
工，安息了。
神賜福給第七日，將其分別爲聖，因爲在這日神歇了祂一切創造和
造作的工，就安息了。

按照創世記，安息日對神來說是第七日，但對人來說是第一日—一26～二
3：
創1:26

創1:27
創1:28
創1:29
創1:30
創1:31
創2:1
創2:2
創2:3

神說，我們要按着我們的形像，照着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
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爬
物。
神就按着自己的形像創造人，乃是按着神的形像創造他；創造他們
有男有女。
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繁衍增多，徧滿地面，並制伏這
地，也要管理海裏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
神說，看哪，我將徧地上各樣結種子的菜蔬，和各樣結有核果子的
樹，賜給你們作食物。
至於地上各樣的走獸和空中各樣的飛鳥，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
物，我將青草賜給牠們作食物；事就這樣成了。
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到第七日，神造作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祂一切造作的
工，安息了。
神賜福給第七日，將其分別爲聖，因爲在這日神歇了祂一切創造和
造作的工，就安息了。

1 這件事的意義乃是：安息日對神而言是作工之後安息，對人而言卻是先
安息，後作工。
2 神先作了六天工，然後在第七日安息了；但人是在他的第一日安息，然
後纔開始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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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的第一日是安息的日子，這立了一個神聖的原則：神首先以享受來供
應我們，然後我們與祂同工—林前十五10，三9上、10，林後六1。
林前15:10

林前3:9上
林前15:10

林後6:1

三

安息日的原則不僅應用於創造，也應用於救贖；基督救贖工作的結果，乃
是基督自己作安息日—弗一6～7，來一3，九11～12。
弗1:6
弗1:7
來1:3
來9:11
來9:12

四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
是徒然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與我同在。
因爲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築。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恩臨到我，不
是徒然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
與我同在。
而且我們旣與神同工，也就勸你們不可徒受祂的恩典，

使祂恩典的榮耀得着稱讚，這恩典是祂在那蒙愛者裏面所恩賜我們
的；
我們在這蒙愛者裏面，藉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豐富，得蒙救
贖，就是過犯得以赦免，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話維持、載着並
推動萬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處至尊至大者的右邊；
但基督已經來到，作了那已經實現之美事的大祭司，經過那更大、
更全備的帳幕，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不屬這受造世界的；
並且不是藉着山羊和牛犢的血，乃是藉着祂自己的血，一次永遠的
進入至聖所，便得到了永遠的救贖。

每年一切節期的主要意義，就是神的子民與神並彼此一同享受安息—利二
三7～8、21、25、28、31～32、35～36、39節：
利23:7
利23:8
利23:21
利23:25
利23:28
利23:31
利23:32
利23:35
利23:36
利23:39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
作。
當這日，你們要宣告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這在你們一
切的住處，要作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當這日，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因爲是遮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爲自己遮罪。
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要作世世代代永遠的
定例。
你們要守這日爲完全安息的安息日，並要刻苦己心。從這月初九日
晚上到次日晚上，你們要守爲安息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七日之久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有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
和華。這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
一日要有完全的安息，第八日也要有完全的安息。

1 因此，安息就是每年七個節期的意義；每年的各個節期，如同每週的安
息，乃是一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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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週的安息，奠定每年神的百姓與神同過聖節的基礎。
五

每週的安息日乃是嚴整的休息；這嚴整的休息，表徵與神一同之真實且徹
底的安息，給蒙神救贖的人與神並彼此同享受—3節。
利23:3

六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甚麼工
都不可作；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這安息日，這安息，乃是『向耶和華守的』，表徵神的贖民有分於使神喜
樂並享受的安息—3節。
利23:3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甚麼工
都不可作；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叁 每年有七個節期—4～44：
利23:4
利23:5
利23:6
利23:7
利23:8
利23:9
利23:10
利23:11
利23:12
利23:13
利23:14

利23:15
利23:16
利23:17
利23:18

利23:19
利23:20
利23:21
利23:22
利23:23

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所定的日期要宣告爲聖會的，乃是這
些：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進了我賜給你們的地，收割莊稼的時候，要將初
熟的莊稼一捆帶給祭司；
他要把這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使你們蒙悅納；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
日把這捆搖一搖。
搖這捆的日子，你們要把一隻一歲、沒有殘疾的公綿羊羔獻給耶和華爲燔
祭。
同獻的素祭，是調油的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二，作爲怡爽香氣的火祭，獻
給耶和華。同獻的奠祭，是酒一欣的四分之一。
無論是餅，是烘的子粒，是新穗子，你們都不可喫，直等到把你們獻給神
的供物帶來的那一天，纔可以喫。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要作世世代代永
遠的定例。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爲搖祭的那日算起，滿了七個安息日。
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再要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
要從你們的住處帶來兩個搖祭的餅，是用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二加酵烤成
的，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又要將沒有殘疾、一歲的羊羔七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兩隻，和餅一同
奉上；這些與同獻的素祭和奠祭要作爲燔祭獻給耶和華，就是作怡爽香氣
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你們要獻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兩隻一歲的公綿羊羔作平安祭。
祭司要把這些和初熟之物作的餅，連同兩隻公綿羊羔，一同作搖祭，在耶
和華面前搖一搖；這些是歸耶和華爲聖，給與祭司的。
當這日，你們要宣告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這在你們一切的住
處，要作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收割地的莊稼時，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收割時所遺落的，要留
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耶和華對摩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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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24
利23:25
利23:26
利23:27
利23:28
利23:29
利23:30
利23:31
利23:32
利23:33
利23:34
利23:35
利23:36
利23:37
利23:38
利23:39
利23:40
利23:41
利23:42
利23:43
利23:44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日，你們要有完全的安息，要吹角作記念，
當有聖會。
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耶和華對摩西說，
七月初十日是遮罪日，你們要有聖會，並要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獻給耶
和華。
當這日，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因爲是遮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
爲自己遮罪。
當這日，凡不刻苦自己的人，必從民中剪除。
凡這日作甚麼工的人，我必將他從民中除滅。
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要作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守這日爲完全安息的安息日，並要刻苦己心。從這月初九日晚上到
次日晚上，你們要守爲安息日。
耶和華對摩西說，
你要對以色列人說，這七月的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七日之久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有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這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這些是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要宣告爲聖會的；要將火祭，就是燔
祭和素祭，平安祭，並奠祭，各按各日獻給耶和華。
這是在耶和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禮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耶
和華的以外。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要
有完全的安息，第八日也要有完全的安息。
第一日，你們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棕樹的枝子、茂密樹的枝條與溪邊的
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你們每年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要作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
要在七月間守這節。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
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告訴以色列人。

一

七是完全的數字，表徵每年的七個節期乃是完全在神的豐富裏。

二

基督是安息日與每年一切節期的實際—西二16～17。
西2:16
西2:17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在節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讓人論
斷你們，
這些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肆 逾越節是在一年的正月，就是一段時期的開始—利二三4～5：
利23:4
利23:5

一

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所定的日期要宣告爲聖會的，乃是這
些：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這表徵基督作我們的救贖，是我們與神同享神救恩的起始—5節：
利23:5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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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逾越節是神爲祂子民所設立之一切節期中的第一個節期，豫表基督是我
們對祂之享受的開端，使我們開始過基督徒的生活—林前五7～8。
林前5:7
林前5:8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2 整個基督徒的生活都該是這樣的節期—8節。
林前5:8

二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逾越節這辭含有越過的意義—出十二：
出12:1
出12:2
出12:3
出12:4
出12:5
出12:6
出12:7
出12:8
出12:9
出12:10
出12:11
出12:12
出12:13
出12:14
出12:15
出12:16
出12:17
出12:18
出12:19
出12:20
出12:21

耶和華在埃及地告訴摩西、亞倫說，
你們要以本月爲諸月之始，爲一年的首月。
你們告訴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隻。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喫不了一隻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鄰舍，
照着人數共取一隻；你們要按着各人的食量分配羊羔。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或從綿羊裏取，或從山羊裏取，都可
以。
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喫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
當夜要喫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
一點不可喫生的，也絕不可喫水煮的，要帶着頭、腿、內臟，用火
烤了喫。
不可剩下一點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燒了。
你們當這樣喫羊羔：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的喫；
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因爲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
畜，都擊殺了，又要向埃及一切的神施行審判。我是耶和華。
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
我擊打埃及地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毀滅你們。
你們要記念這日，守爲耶和華的節；你們要守這節，作爲世世代代
永遠的定例。
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頭一日要把酵從你們各家中除去，因爲從頭
一日起，到第七日爲止，凡喫有酵之物的人，必從以色列中剪除。
頭一日你們當有聖會，第七日也當有聖會。這兩日之內，除了豫備
各人所要喫的以外，無論何工都不可作。
你們要守無酵節，因爲正當這日，我把你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
來。所以你們要守這日，作爲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從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們要喫無酵餅。
在你們各家中，七日之內不可有酵；因爲凡喫有酵之物的人，無論
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
有酵的物，你們都不可喫；在你們一切住處要喫無酵餅。
於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眾長老來，對他們說，你們要按着家取出
羊羔，把這逾越節的羊羔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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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2:22
出12:23
出12:24
出12:25
出12:26
出12:27

出12:28
出12:29

出12:30
出12:31
出12:32
出12:33
出12:34
出12:35
出12:36
出12:37
出12:38
出12:39
出12:40
出12:41
出12:42
出12:43
出12:44
出12:45
出12:46
出12:47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裏的血，打一些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
你們誰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門，直到早晨。
因爲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祂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
上，就必越過那門，不許滅命的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
你們要守這話，作爲你們和你們子孫永遠的定例。
日後，你們到了耶和華按着應許所賜給你們的那地，就要持守這事
奉。
你們的兒女問你們說，這事奉是甚麼意思？
你們就要說，這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
候，祂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於是百
姓低頭敬拜。
以色列人就去行了；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亞倫，以色列人就怎樣
行。
到了半夜，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就是從坐寶座的法老，直
到被擄囚在牢裏的人，所生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盡都擊
殺了。
法老和他一切的臣僕，並埃及眾人，夜間都起來了；在埃及有大哀
號，因爲沒有一家不死一個人的。
夜間，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起來，連你們帶以色列人，從
我的民中出去，照你們所說的，去事奉耶和華。
也照你們所說的，連羊羣牛羣都帶着走；並要爲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發他們快快出離那地，因爲埃及人說，我們都
要死了。
百姓就拿着沒有酵的生麵，把摶麵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頭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話行，向埃及人要銀器、金器和衣裳。
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給了他們所要的。他
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掠奪了。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丁約有
六十萬。
又有許多閒雜人，並有羊羣牛羣，有極多的牲口，和他們一同上
去。
他們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這生麵原沒有發起，因爲他
們被催趕離開埃及，不能躭延，也沒有爲自己豫備甚麼食物。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
這夜是耶和華守望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地；這夜也是以
色列眾人向耶和華守望的夜，直到世世代代。
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逾越節的定例是這樣：外邦人都不可喫這
羊羔。
但各人用銀子買的奴僕，受了割禮之後，就可以喫。
寄居的和雇工，都不可喫。
應當在一個房子裏喫；不可把一點肉從房子裏帶到外面。羊羔的骨
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以色列全會眾都要守這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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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2:48

出12:49
出12:50
出12:51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們中間，願向耶和華守逾越節，他所有的男子務
要受割禮，然後纔讓他前來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樣；但未受割
禮的人，都不可喫這羊羔。
本地人和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同歸一例。
以色列眾人都這樣行了；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亞倫，以色列眾人
就怎樣行。
正當那日，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按着他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

1 這表徵審判的神越過我們這些在罪中的罪人，並使我們享受祂作我們的
筵席。
2 今天我們有救贖的神自己作這筵席，使我們享受祂作安息與喜樂。
三

在這逾越節裏，基督不僅是逾越節的羊羔，更是整個逾越節—林前五7
下：
林前5:7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樣，
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1 爲着完成神永遠的經綸，基督在祂法理一面藉着死所成就之完全的救贖
裏，並在祂生機一面憑生命所成就之完整的救恩裏，乃是逾越節—7～8
節。
林前5:7
林前5:8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2 爲了作我們的逾越節，祂在十字架上被殺獻祭，使我們蒙救贖，並與神
和好。
3 基於基督的救贖，我們能在神面前享受祂作這節：
a 在這節中不可有酵—7節上。
林前5:7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b 罪和救贖的基督不能並存。
四

逾越節的筵席是神完全救贖的表徵，這完全的救贖是將神所揀選的人帶進
對祂自己完全的享受裏。

五

主的桌子也是一個筵席，頂替並繼續逾越節—路二二7～20：
路22:7
路22:8
路22:9
路22:10
路22:11

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耶穌打發彼得和約翰，說，你們去爲我們豫備逾越節的筵席，給我
們喫。
他們問祂說，你要我們在那裏豫備？
耶穌說，看哪，你們進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
要跟着他，到他所進的屋子裏去，
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我同門徒可以喫逾越節筵席的客房在那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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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22:12
路22:13
路22:14
路22:15
路22:16
路22:17
路22:18
路22:19
路22:20

那人必指給你們擺設整齊的一間大樓房，你們就在那裏豫備。
他們去了，所遇見的正如耶穌對他們所說的，他們就豫備了逾越節
的筵席。
時候到了，耶穌坐席，使徒也和祂同坐。
祂對他們說，我切願在受害以先，同你們喫這逾越節的筵席。
我告訴你們，我絕不再喫這筵席，直到它成就在神的國裏。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着喝。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絕不喝這葡萄樹的產品，直等神的國來
到。
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爲
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爲的是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這血是爲
你們流出來的。

1 今天在召會生活中，我們乃是赴這新約的筵席；然而，這筵席要到要來
國度裏的筵席纔會完全應驗—16、18節。
路22:16
路22:18

我告訴你們，我絕不再喫這筵席，直到它成就在神的國裏。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絕不喝這葡萄樹的產品，直等神的國
來到。

2 逾越節是一個筵席，有三個階段：逾越節的筵席、主桌子的筵席和國度
裏的筵席。

伍 無酵節表徵無罪的基督，成爲筵席，作我們在無罪生活中的享受—
利二三6～8，林後五21：
利23:6
利23:7
利23:8
林後5:21

一

無酵節緊接在逾越節之後，所以這兩個節期是一起的；前者—逾越節一是
開始，後者—無酵節—是延續—利二三5～6。
利23:5
利23:6

二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守除酵節（申十六1～8）豫表藉着享受基督作無罪的生命供應，潔除一切
有罪的事物—出二三15：
申16:1
申16:2
申16:3

申16:4

你要謹守亞筆月，向耶和華你的神守逾越節，因爲耶和華你的神在
亞筆月夜間領你出了埃及。
你當在耶和華所選擇給祂名居住的地方，從羊羣牛羣中，將逾越節
的祭牲獻給耶和華你的神。
你喫這祭牲，不可與有酵之物同喫；七日之內要與無酵餅，就是與
困苦餅同喫（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好叫你一生的日子都記念
你從埃及地出來的那日。
在你四境之內，七日不可見發酵物；頭一日晚上所獻的肉，一點不
可留到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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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16:5
申16:6
申16:7
申16:8
出23:15

在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各城中，你不可獻逾越節的祭牲；
只當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給祂名居住的地方，晚上日落的時候，就
是你出埃及的時候，獻逾越節的祭牲。
當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把肉烤了喫，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帳
棚去。
你要喫無酵餅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華你的神守嚴肅會，不可作
工。
你要守除酵節，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日期，喫無酵
餅七天，因爲你是在這月出埃及的。誰也不可空手朝見我。

1 以色列人中不可見發酵物，這表徵我們必須對付所覺得的罪，就是對付
顯明的罪，看得見的罪—十三7，十二19，林前五7上，來十二1～2上：
出13:7
出12:19
林前5:7
來12:1

來12:2

這七日之久，要喫無酵餅；在你那裏不可見有酵的物，在你四境
之內也不可見發酵物。
在你們各家中，七日之內不可有酵；因爲凡喫有酵之物的人，無
論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旣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
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
的賽程，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祂爲那擺在
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
邊。

a 對付顯明的罪就是守除酵節。
b 我們若容忍暴露出來的罪，就會失去神子民之交通的享受—出十二
19，林前五13。
出12:19
林前5:13

在你們各家中，七日之內不可有酵；因爲凡喫有酵之物的人，
無論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從以色列的會中剪除。
至於召會外的人，有神審判他們。你們要把那惡人從你們中間
挪開。

2 基督是我們的無酵餅，是我們純誠真實、無罪的生命供應，絕對純淨，
沒有攙雜，並且滿了實際—7～8節：
林前5:7
林前5:8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a 除罪惟一的路，就是天天喫無酵餅所表徵之基督這釘死、復活且無罪
的生命。
b 無酵餅表徵無罪的基督要分賜到我們這些祂的信徒裏面，作無酵（無
罪）的元素；基督是無酵餅，是屬靈、神聖的食物，使我們無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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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我們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生命一無酵的生命，純淨人的生命，這生命
就純淨我們—西三4，約六48、57、63。
西3:4
約6:48
約6:57
約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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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生命的糧。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
因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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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督作爲無酵餅，使我們過純淨的召會生活—林前五7～8：
林前5:7
林前5:8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a 召會中不該有酵，酵在聖經中表徵一切消極的事物，就如錯誤的道理
和實行、惡行以及有罪的事物。
b 我們需要成爲新團（7）—召會—由信徒在新性情裏組成。
林前5:7

三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無酵節持續七天，表徵我們基督徒生活的整個期間—利二三8：
利23:8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
作。

1 我們整個基督徒生活的期間乃是無酵節，就是無罪的節期—林前五8。
林前5:8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2 我們已蒙救贖脫離罪，現今這無罪的救贖主，乃是我們生的節期—林後
五21。
林後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成爲神的
義。

3 我們基督徒的一生應當享受安息，享受神，享受我們的救贖主。
四

在無酵節的第一日和第七日都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這表徵
我們從頭一日就團體的享受基督，並無人爲的勞苦，直到行完基督徒生活
的全程—利二三8。
利23:8

五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
作。

要將火祭獻給神七日（一段完整的時期），表徵我們在基督徒生活的整個
期間，不斷的把基督獻給神作食物—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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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8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
作。

1 在主的筵席上，我們向全宇宙展示，我們在一週當中，天天取用基督作
我們無酵的食物，作我們無罪生命的供應，並且我們是同着祂來赴席—
林前五7～8。
林前5:7
林前5:8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爲新團，正如你們是無酵的一
樣，因爲我們的逾越節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也不可用惡毒邪惡的酵，只用純
誠真實的無酵餅。

2 然後我們將所享受爲食物的這一位，獻給神使祂滿足—約六32～33、
48、50～57。
約6:32
約6:33
約6:48
約6:50
約6:51
約6:52
約6:53
約6:54
約6:55
約6:56
約6:57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不是摩西把那從天上來的糧賜
給你們，乃是我父把那從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因爲神的糧，就是那從天上降下來賜生命給世人的。
我就是生命的糧。
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喫了就不死。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活糧，人若喫這糧，就必永遠活着。我所要
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爲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於是猶太人彼此爭論說，這個人怎能把祂的肉給我們喫？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喫人子的肉，不喝人
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裏面。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我的肉是眞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眞正的飲料。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着，照樣，那喫我的人，也要因
我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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