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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節期（二） 
初熟節、五旬節、住棚節 

詩歌： 

讀經：利二三9～22、33～44 

利23:9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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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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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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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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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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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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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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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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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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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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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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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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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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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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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5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利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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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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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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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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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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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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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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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利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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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4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告訴以色列人。 

壹 初熟節表徵作初熟果子的復活基督，在祂的復活裏乃是給我們享受

的筵席—利二三9～14，林前十五20： 
利23:9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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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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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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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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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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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20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已經從死人中復活。 

一 基督在逾越節時被釘十字架，然後在第三天，就是安息日的次日，祂復活

了—可十四12，林前十五4，約二十1，利二三11： 
可14:12 除酵節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門徒對耶穌說，你要

我們去那裏爲你豫備喫逾越節的筵席？ 
林前15: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約20: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

裏，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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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基督的復活是初熟節的應驗，也是這節期的實際—10。 

利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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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基督是第一位從死人中復活的，成爲復活的初熟果子—林前十五20： 

林前15:20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已經從死人中復活。 

a 這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復活之日，獻給神的一捆初熟之物所豫表

的—利二三11，太二八1。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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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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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8:1 安息日將盡，七日的頭一日，天快亮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

亞，和另一個馬利亞來看墳墓。 

b 在豫表裏，初熟的莊稼不是一根麥穗，乃是一捆麥子；這不僅豫表復

活的基督，也豫表在祂復活之後，從死裏復活的聖徒—利二三11，太

二七52～53。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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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27: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太27:53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

現。 

3 基督這復活的初熟果子，乃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成了祂身體的

頭；基督—身體的頭—旣已復活，我們—身體—也必復活—西一18，弗

一20～23。 

西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使

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

裏，坐在自己的右邊， 
弗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

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二 利未記二十三章十四節裏的豫表，表徵復活的基督升到諸天之上，在祂復

活裏帶着所有的果子一同獻給神，作神的食物，先使神滿足；然後纔成爲

人的供應，使人滿足： 
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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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復活那天清晨，主隱密的升到天上去滿足父，晚上又回到門徒那裏—

約二十17、19。 

約20:17 耶穌對她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你往我弟兄那

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那裏，到我

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那裏。 
約20: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

人，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2 祂復活的新鮮必須先給父享受，正如在豫表上，初熟的莊稼要先獻給

神—利二三14。 

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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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把初熟莊稼的一捆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好蒙悅納，表徵基督復活是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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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神面前得稱爲義，並蒙神悅納—11節，羅四25下：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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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爲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爲我們的稱義。 

1 基督的死已履行並完全滿足神公義的要求，因此我們藉着祂的死，就得

神稱義—三24。 

羅3:24 但因神的恩典，藉着在基督耶穌裏的救贖，就白白的得稱義。 

2 基督的復活乃是證明祂爲我們的死已經滿足了神的要求，我們因祂的死

已經蒙神稱義，並且我們在祂這位復活者裏面，已經在神面前蒙悅納—

四25下。 

羅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爲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爲我們的稱義。 

3 祂這位復活者，在我們裏面爲我們活出一種能得神稱義，且一直蒙神悅

納的生活—八10。 

羅8: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裏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靈卻因義是生命。 

四 初熟節的初熟果子被獻給神作祂的享受之後，以色列人要喫這初熟的果

子—利二三14： 
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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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表徵復活的基督在祂的新鮮裏呈獻給神之後，就帶着祂復活的一切豐

富分賜到我們裏面，作我們的享受—林前十五14、17，羅四25下，腓三

10上、11下。 

林前15: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揚的，便是徒然，你們所信的，也是

徒然， 
林前15: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所信的，便是枉然，你們就仍在你們的罪

裏。 
羅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爲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爲我們的稱義。 
腓3: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

的死， 
腓3:11 或者我可以達到那從死人中傑出的復活。 

2 惟有當基督在祂復活的新鮮裏先獻給父之後，祂纔成爲我們的分—約二

十17。 

約20:17 耶穌對她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你往我弟兄那

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那裏，到我

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那裏。 

3 『果子』一辭含示喫，指明享受；『初熟的果子』一辭指明，復活的基

督是要給我們喫，作我們的享受—利二三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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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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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惟有在復活裏的基督，纔能作我們生命的供應—約十四19、六53～57、
63： 

約14:19 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爲我活

着，你們也要活着。 
約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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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6:54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約6:55 我的肉是眞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眞正的飲料。 
約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約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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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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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凡基督的所是作我們喫的分，都與祂的復活有關—二十17，六53～
57。 

約20:17 耶穌對她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到父那裏；你往我弟兄

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那裏，

到我的神，也是你們的神那裏。 
約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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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6:54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遠的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約6:55 我的肉是眞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眞正的飲料。 
約6:56 喫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裏面，我也住在他裏面。 
約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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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按照初熟節的豫表，我們所享受的，以及所分賜到我們裏面的，乃是

復活的基督—羅八11。 

羅8: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面，那叫基

督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着祂住在你們裏面的靈，賜生命給

你們必死的身體。 

貳 五旬節就是第五十天的節期，從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將搖祭的禾捆

帶給神的日子算起，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利二三15～22： 
利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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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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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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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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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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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利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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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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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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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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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表徵基督的復活七倍的豐滿，達到完全豐滿的範圍，爲着作復活的見

證，擔負完全的責任，由五十這數字所表徵（五十是由十乘五所組成，十

表徵豐滿，五表徵負責任）—16節。 
利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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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新約裏五旬節那天，三一神的終極完成—經過過程之三一神那包羅萬

有、賜生命、複合的靈，就是三一神的總和—澆灌在代表基督身體的一百

二十位門徒身上—徒二1～4： 
徒2:1 五旬節那天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徒2: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暴風颳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

個屋子。 
徒2: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身上， 
徒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且按着那靈所賜的發表，用別種不同的語

言說起話來。 

1 五旬節是在初熟節五十天之後，指明澆灌下來的那靈是復活基督豐富出

產的集大成—32～33節，加三14。 

徒2:32 這位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徒2:33 祂旣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

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

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2 神經綸的靈這樣的澆灌，結果產生了基督的身體，作那無限、個人基督

的擴增、擴大，使祂成爲宇宙、團體的基督，就是經過過程並終極完成

之三一神與祂所揀選並救贖之人的調和，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林前

十二12～13，啓二一2。 

林前12:12 就如身體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身體上一切的肢體雖多，

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 
林前12:13 因爲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爲奴的或自主的，都已經

在一位靈裏受浸，成了一個身體，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

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三 五旬節表徵新約信徒享受澆灌的靈，作爲復活基督豐富出產的集大成；基

督復活的豐富出產包括神的長子、賜生命的靈、神許多的兒子和神的新

造—利二三15～21，徒二1～4、32～33，羅八29，林前十五45下，林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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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利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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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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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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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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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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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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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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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2:1 五旬節那天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徒2: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暴風颳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

個屋子。 
徒2: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身上， 
徒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且按着那靈所賜的發表，用別種不同的語

言說起話來。 
徒2:32 這位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徒2:33 祂旣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

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羅8:29 因爲神所豫知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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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着：『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魂』；末後的亞當成

了賜生命的靈。 
林後5: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看哪，都變成新

的了。 

四 雖然召會的產生開始於基督的復活，但召會的形成乃是直到五旬節纔發

生—徒二1～4： 
徒2:1 五旬節那天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徒2: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暴風颳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整

個屋子。 
徒2:3 又有舌頭如火焰向他們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身上， 
徒2: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並且按着那靈所賜的發表，用別種不同的語

言說起話來。 

1 在五旬節那天，那靈，實際上就是基督自己，澆灌在基督的肢體上；這

些肢體乃是藉祂的復活所產生的；這樣，召會就形成了—32～33節。 

徒2:32 這位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 
徒2:33 祂旣被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

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2 召會的形成分爲兩部分—猶太的部分和外邦的部分；五旬節那天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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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由兩個加酵烤成的餅所組成的素祭，豫表了召會這兩部分，就是由

耶路撒冷的聖徒（徒二）和哥尼流家裏的聖徒（徒十）所代表的（利二

三16～17）。 

徒二 （畧） 
徒十 （畧） 
利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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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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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 住棚節，最後一個節期，表徵以色列在千年國全享復興的舊造；這

節期要引進新天新地—33～43節，亞十四16～21，啓二一1： 
利23:3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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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5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利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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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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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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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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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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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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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利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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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14:16 所有前來攻擊耶路撒冷的列國中餘剩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

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亞14:17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給他

們。 
亞14:18 埃及族若不上來進入耶路撒冷，必無雨降給他們；凡不上來守住棚節的列

國人，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殃擊打他們。 
亞14:19 這就是埃及的罪，和所有不上來守住棚節之列國的罪。 
亞14:20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爲聖這句話；耶和華殿內的鍋必如祭壇

前的盆一樣。 
亞14:21 凡在耶路撒冷和猶大的鍋，都必歸萬軍之耶和華爲聖；凡獻祭的，都必來

取這些鍋，在鍋內煮肉；當那日，在萬軍之耶和華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

人。 
啓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爲第一個天和第一個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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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節期表徵要來的千年國，作爲時代的、喜樂的祝福，給神的贖民在神舊

造一段完滿的時期裏，與神一同享受—利二三33～44。 
利23:3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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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5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利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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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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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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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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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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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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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利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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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4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告訴以色列人。 

二 利未記二十三章三十四節裏的七日，表徵住棚節乃是一段完整的時期；這

段完整的時期將有一千年。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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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按照這豫表，在千年國裏每天都要獻祭給神，表徵在我們的經歷中，基督

乃是神的食物，獻給神使神滿足，我們也可以與神彼此享受安息—36節。 
利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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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收藏了地的出產，要守節七日，表徵神收割了祂在地上所渴望得着的之

後，千年國就要來臨—39節上：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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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在祂永遠的計畫裏，對人有一個目的，就是產生一班人作祂的彰顯，

這彰顯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弗三11，一20～23，啓二一2。 

弗3:11 這是照着祂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所立的永遠定旨； 
弗1: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使祂從死人中復活，叫祂在諸天界

裏，坐在自己的右邊， 
弗1:21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以及一切受稱之

名，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在內， 
弗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着召會作萬有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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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 
啓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

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2 爲此，神用四個時代，在舊造的人身上作祂新造的工作—列祖時代、律

法時代、召會時代和千年國時代： 

a 在第四個時代，就是千年國的時代，神在已過三個時代所作的要得着

完滿的收成；因此，千年國對神和祂所救贖的人將是一個節期—利二

三34。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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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千年國裏，神所救贖的人—包括召會和以色列國—都要享受這節

期。 

五 住棚節就是收藏節，是在整個莊稼都收進來的時候；這個節期表徵對基督

一切所是豐富、完滿、終極的享受—33～44節，出二三16： 
利23:3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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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5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利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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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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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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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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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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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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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利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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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4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告訴以色列人。 
出23:16 又要守收割節，所收割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的初熟之物；也

要在年底從田裏收藏你勞碌得來之物時，守收藏節。 

1 我們從無酵節開始享受基督，繼而在初熟節享受復活基督的豐富，至終

就要終極的享受基督作爲住棚節—利二三6～14、33～44。 

利23:6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利23:7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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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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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3:9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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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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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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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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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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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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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5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利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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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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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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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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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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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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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利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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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4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告訴以色列人。 

2 莊稼完全收割後，猶太人就守住棚節，敬拜神並享受他們的收成—申十

六13～15： 

申16:13 你從禾場、酒醡收藏了出產以後，就要守住棚節七日。 
申16:14 守節的時候，你和你的兒子、女兒、僕人、婢女，並你城裏的利

未人，以及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 
申16:15 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你當向耶和華你的神守節七日；因爲耶

和華你神在你一切的出產上，和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要賜福與

你，你就十分歡樂。 

a 住棚節是在神所賜的美地收成時舉行的—出二三16。 

出23:16 又要守收割節，所收割的是你田間所種、勞碌得來的初熟之

物；也要在年底從田裏收藏你勞碌得來之物時，守收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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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我們而言，今天美地的實際乃是那靈—加三14，腓一19。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

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腓1:19 因爲我知道，這事藉着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之靈全備的供

應，終必叫我得救。 

3 因着基督至終實化爲包羅萬有賜生命的靈，這靈作基督在我們經歷中的

實化，就是美地，作神全備供應的源頭，給我們享受—林前十五45下，

加三14： 

林前15:45 經上也是這樣記着：『首先的人亞當成了活的魂』；末後的亞當

成了賜生命的靈。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着

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a 住棚節是爲使神的子民在神面前享受以得滿足的節期—利二三40下，

羅十四17下。 

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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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14:17 因爲神的國不在於喫喝，乃在於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b 作爲神爲祂子民所設立之所有節期的最後一個，住棚節是給百姓享受

美地收成時豐富的出產，使他們滿足—利二三34、39～43。 

利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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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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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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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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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裏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裏， 
利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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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今天基督作爲住棚節的實際，乃是這樣的節期給我們經歷並享受—加

三14，弗三8。 

加3:14 爲叫亞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穌裏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藉

着信，可以接受所應許的那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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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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