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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逾越节
弟兄和 Lizeth 姊妹的儿子 Angelo Rodriquez
读经：出埃及记十二章 1-51 节
于 3/19 出生。体重 5lb 15oz，身长 19.5inches。 感谢
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中关于逾越节的记载，
赞美主！
详细来看关于基督救赎。
2. 召会的 Montessori school 在周六举办了第一次 open
在第一大点里面
，我们首先看见逾越节是以色列人一个新的
house。我们再会有 3 次 open house。请弟兄姊妹们
开始。逾越节是以色列人的新开始，乃是定在圣历的头一个
代祷，并邀请朋友们。
月（亚笔月）举行。亚笔，意萌芽，发芽；指生命的新开始
3. 约 10 位圣徒周六上午参加了孔庆森弟兄 的遗体告别，
下午约 20 位圣徒参加了在 Franklin 的追思聚会。孔 和生命活力的开始；神的子民有两个出生、两个开始：肉身
老弟兄一生爱主，爱召会，他的后代也人人爱主， 的出生和肉身的开始，以及属灵的出生和属灵的开始，为着
他们的救恩。在我们信入基督作我们逾越节的那一天，我们
是圣徒的好榜样。
有了新的出生，新的开始，并且我们照着『圣历』的年龄就
4. 夏季训练报名已经开始，请圣徒们为出埃及记第二
开始了。
部分的训练代祷。有心愿的圣徒请找季东弟兄报名。
近期大事

1. Garrick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结晶读经第五篇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
3. 生命读经追求:
http://mswe1.org/reading/2013/ls_reading1
4. 新旧约圣经恢复本一年一遍本周进度:
http://rsgamen.org
代祷事项
1. 请圣徒为赵师母和召会年长的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
2. 请圣徒为 Hamilton 召会的福音、多结果子祷告。
3. 请圣徒为青少年的聚会和牧养祷告。
4. 请圣徒为晨兴网普及祷告。
5. 为各位身体上有需求的圣徒代祷。
6. 请为服侍弟兄们代祷。愿弟兄们同心合意，奉献全
人，带头享受主，服事召会。
7. 请继续为 Daycare 的招生，如期开办等事宜。
8. 请为蒙哈利的圣徒与英文组圣徒有进一步交通，彼
此牧养与实行，继续代祷。
9.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10. 请为召会的探访负担代祷，加强弟兄姊妹的属灵和
生活的连接，更好的坚固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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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5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
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约 3:6 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那灵生的，就是灵。

在第二大点里面，我们要看见，逾越节乃是基督的豫表；基
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也是逾越节的每一面。所以逾越节
的每一面我们都需要读出基督来。第一，我们来看逾越节这
个词的来历。逾越节这名词来自出埃及十二章 13 节的动词
『越过』，指明因着基督这真正的逾越节羊羔的血，神的审
判才能越过我们。
第二，羊羔是为着每一家的，以色列人各人是按着父家取羊
羔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撒该的故事里，主耶稣对撒该说我
要住在你的家里之后，就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在使徒行传
11 章彼得对哥尼流传福音的事例中，神的使者说可以叫你
和你的全家得救。使徒行传保罗和西拉对狱卒说，当信靠主
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救恩是以家为单位，这是主的
话，所以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信心，为家人的得救祷告。
路 19:9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
的子孙。
徒 11:14 他有话要对你说，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徒 16:30 又领他们出来，说，先生们，我当怎样行才可以
得救？
徒 16:31 他们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第三，逾越节的羊羔从十日留到十四日，受查验了四天。基
督也受了祭司长，经学家，法利赛人以及罗马官长的查验四
天。正如逾越节的羊羔受察验四天，以证实没有残疾，照样
基督也受察验，显为完美无瑕，然后在逾越节那天被杀。
约 18:38 彼拉多对祂说，真理是什么？说了这话，又出来
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
。
约 19:4 彼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看哪，我把祂带出来给你
们，叫你们知道
。

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
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定罪的
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
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定罪的

约 19:6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祂，就喊着说，钉祂十字架！ 第八，以色列人吃羊羔还有配菜，羊羔要与无酵饼和
钉祂十字架！彼拉多说，你们自己把祂带去钉十字架 苦菜同吃。圣经里的酵都是指罪的事物，所以这里是
罢，因为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
我查不出祂有什么该定罪的。
说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赎要除去一切有罪的事物，并
且对于有罪的事物经历一种苦味。十二章 14 节说，逾
第四，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也许你会感到很惊奇。 越节羊羔的骨头，以色列人一根也不可折断。当主耶
正如羊羔被以色列全会众所杀，因此我们也都在杀神 稣被钉十字架时，祂的骨头没有被打断。基督未折断
羔羊的事上有分。不要责怪或恼恨当时犹太人杀害了 的骨头，表征祂那不能折断、不能毁坏之永远的生命，
耶稣基督，这是神的主宰，为要应验祂的话。其实， 将祂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
我们每一个罪人，都在杀神羔羊的事情上有份。以赛
亚书说，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约 19:33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祂已经死了，就不打
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断祂的腿。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 约 19:36 这些事发生，为要应验经书：『祂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折断。 』
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第九，以色列人吃羊羔时不是以闲懶松散的方式吃的，
赛 53:5 那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乃是必须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
因祂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吃基督作羊羔，使我们得着加力，从埃及，就是从世
赛 53: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 界出来。蒙救赎的人如此应用逾越节，使他们能成为
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
神的军队。
第五，以色列人不仅要杀羊羔，更是要吃羊羔的肉。正如以 在信息的第三大点我们看到逾越节还有一个延续，就
色列人吃逾越节羊羔的肉是为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也需要 是除酵节。以色列人不可有酵，这表征我们必须对付
吃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供应。约六章 57 节主耶稣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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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觉得的罪，对付任何显明的罪，就是看得见的罪。
对付显明的罪就是守除酵节；我们若容忍暴露出来的
活着。
罪，就会失去神子民之交通的享受。只有基督是无罪
的，只有基督是我们的无酵饼，祂是纯诚真实，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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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搀杂，并且满了实际。
除罪惟一的路，就是天天吃无酵饼所表征之基督这钉
第六，我们看见吃羊羔的肉的方式也是有规定的。羊羔的肉 死、复活且无罪的生命。
要用火烤，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为什么神的规定这么严格
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吃羊羔是预表接受基督做我们的
5:7 上 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食物，自然这里是说到我们接受基督的方式。用火烤，表征 林前
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
基督在神审判的圣别之火下受苦，我们接受基督担当我们的 来 12:1 所以，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
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完成神的救赎。这是正确接受基督 着我们，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的路。吃生的，表征不相信基督的救赎，只把祂当作人类生
活的榜样，供人效法。吃水煮的，表征把祂在十字架上的死， 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
当作受人逼迫而殉道，并非为救赎而死。总而言之，不用火 来 12:2 上 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
烤就是不接受基督是为救赎我们而被神的圣别之火审判，无 与成终者；…
论你是生吃，还是水煮，在神眼中都是不被接受的。
问题一：
问题一：逾越节乃是基督的豫表；
逾越节乃是基督的豫表；基督不仅是逾越节
第七，以色列人吃羊羔要带着头、腿和内脏而吃，表征我们 的羊羔，
的羊羔，也是逾越节的每一面。
也是逾越节的每一面。说说看神定规羊羔的
必须接受完整的基督，包括祂的智慧、举止、行动、以及内 肉要用火烤，
，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神圣含义？
肉要用火烤
不可吃生的或水煮的神圣含义？这对我
里的情爱和感觉。许多人不是完整的接受基督的各方面，他 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有何帮助？
们只接受他们所喜好的某些方面，但我们必须学习接受完整 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有何帮助？
的基督，而不照着我们天然的喜好。

林前 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基
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启 14:4 下…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祂。他们是从
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
腓 1:8 神可为我作见证，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怎样切
切的想念你们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