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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7.
1. 主恢复一年七次的冬季训练将于 12/21-12/26
在加州 Anaheim 举行，请圣徒们为出埃及记第 8.
9.
三部分的训练代祷。报名日期截止于
11/1/2015，请有心愿的圣徒尽快找季东弟兄
报名。费用是$155（含 $5 纲要），现金或支
票均可。
2. 10/11 主日擘饼之后有福音聚会，请广邀朋友，
并为之代祷。
3. 石弟兄 10／2 在 Capital Health 做了胸积
水抽除手术，手术顺利，住在特护病房恢复。
石弟兄身体还是比较弱, 伤口还是疼并有低
烧, 时有弟兄姊妹去探望.请大家继续为石弟
兄的恢复祷告。

其它报告

1. 晨兴追求：出埃及记
2. 小排的追求进度：出埃及记第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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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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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圣徒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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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继续为 Montessori School 的招生，老师配备等
事宜代祷。
请为英文组以及青少年组的工作开展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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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会生活。

一年三次向神守節，豫表在基督裏完滿的享受三一神
出 23:14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
出 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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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是在這月出埃
及的。誰也不可空手朝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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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23:17 你所有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見主耶和華。
出 23:18 不可將我祭牲的血與有酵的物一同獻上；也
不可將我節期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 出 23:19 上 地
裏首先初熟之物，要帶到耶和華你神的殿中。…
林前 5:7 你們要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正
如你們是無酵的一樣，因為我們的逾越節基 督，已經
被殺獻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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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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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 15:23 只是各人要按著自己的等次：初熟的果子，
是基督，以後在祂來臨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林前 15:45 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壹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

出埃及二十三章十四节说，“一年三次，你要向 我守
节。”每年的这三 节期是除 节、
节和
节。
一年三次向 守节，
在
享受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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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的享受，这 说是有
圣
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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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守除酵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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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除酵节预表享受基督作无罪的生命供应。这节是逾
越节的延续。实际上逾越节和除酵节乃是一个。在林

前五章七至八节我们清楚看见，除酵节是指基督说的。 肆 收藏節，住棚節乃是收割的完成
我们不仅接受基督的死与复活，并且接受祂的无罪； 住棚节是收割的完成，首先预表要来的千年国，作为
因祂的生命不仅是钉死和复活的生命，也是无罪的生 时代的、喜乐的祝福，给神的赎民，包括得胜者和得
命。所以，我们必须吃羊羔的肉和无酵饼。 这意思是 救的以色列人，在得恢复的地上与神一同享受一千年。
说，在我们接受基督而得救，并且人生有了新起头的 “这七月的十五日是住棚节，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
时候，我们就开始过无酵的生活，就是无罪的生活。 这七天表征住棚节乃是一段完整的日子，将有一千年。
“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
出埃及十三章七节说，在以色列人那里不可见有酵的 的节七日。”这表征千年国要在神得着祂在地上所要得
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 不该看见有酵的物。我 着的庄稼之后来临。至终，永远的住棚节将是所有神
们不可能全然无酵，但使酵不被看见却是可能的。虽 的子民在新天新地里，对新耶路撒冷这永远帐幕的享
然我们不可能无罪，但我们必须对付任何显明的罪， 受，作他们对神经历之收成的完成。
看得见的罪。这意思是说，我们有责任对付所觉得的
罪。每当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某件有罪的事，就必须除 利未记二十三章说，神为祂的选民每年设立了七个节
去。但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了。在我们的生活和环境 期。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最后一个节期是住棚节。
中也许有许多罪，但我们可能不觉得。然而，只要我 逾越节是我们对基督之享受的起头，住棚节是我们对
们感觉到罪，就必须对付。我们必须弃绝所觉得的罪。 基督之享受的完成。…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一
我们不该容忍任何显明的罪。十二章十九节给了以色 个节期。
列人很强的话语：“凡吃有酵之物的人，无论是寄居
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 我们若容 住棚节，表征神在生机一面完全救恩的完成。犹太人
忍暴露出来的罪，我们的交通就要被剪除。这指明我 从美地得了丰满的收成之后，就守住棚节，向神敬拜
们基督徒应该过无罪的生活，不容忍任何暴露出来的 并享受他们的收成。事实上，他们来在一起，乃是相
罪。对付显明的罪就是守除酵节。除酵节共有七天之 调的一幅真实的图画。为着这样的相调，所有以色列
久。七天是一段完全的期间，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 人都必须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最后一次是在秋天
整个期间，从悔改得救之日到被提之日。享受逾越节 收割之后，以享受他们从美地收割的出产，向神献上
的人继续 过除酵节，预表享受基督的救赎与供应的人， 他们的赞美和敬拜，说美言称颂神。 神设立住棚节，
接着过而享受除罪的生活。
为要叫以色列人记念他们的先祖在旷野飘流时，如何
住在帐棚里，期望进入美地的安息。每一个人都有一
叁 收割節—七七節或五旬節—豫表享受復活基督之靈 个帐棚，在这些帐棚中间，神有一个会幕，所以住棚
节 乃是记念神的故事。这指向主在设立祂的桌子时所
初熟的果子
说的话。祂告诉我们，要吃饼喝杯，为的是记念祂。
七七节或五旬节…预表享受复活基督之灵初熟的果子。 主的桌子是一个记念，正如住棚节是一个记念一样。
在旧约的预表里，初熟的果子表征复活的基督，在祂 这住棚节提醒我们，今天人仍然在旷野里，需要进入
复活那日献给神。实在说，今天所有的信徒，甚至那 新耶路撒冷这个永远的帐幕里，得享安息。新耶路撒
些对主无心的信徒，都知道五旬节与那灵有关。在五 冷虽然是用金、珍珠和宝石极其坚固地建造成的，却
旬节那天， 就是收割节在新约里应验的那天，圣灵降 称为帐幕。 逾越节表征喂养，住棚节则表征满足。约
下来了。然而，与收割初熟果子有关的旧约收割节， 翰六章里逾越节时的喂养是个影儿，并不是真正的喂
似乎没有一样事物是表征那灵的。…照预表看，五旬 养。 照样，七章里住棚节时的满足也是影儿。唯有基
节与初熟果子献给神有关。旧约里若没有初熟的果子， 督是逾越节和住棚节的实际。
就没有收割 节。新约里若没有那灵，也就没有五旬节。
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那灵，就是旧约献给神初熟果子 我们要有深刻的印象：〔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
的应验。初熟的果子预表在复活里的基督，而这位复 （住棚节）〕这三个节期表征在基督里完满地享受三
活的基督就是那灵。 五旬节之日正好是从基督复活那 一神。 我们可以这么说，就第一个节期而言，基督是
天算起的第五十日。在五旬节那天，那灵作为复活基 一粒种子播下。到第二个节期，我们就有收成，收割，
督的完满流出， 浇灌在召会身上。这指明复活的基督 就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这节期的享受开始于五旬
成了那灵，浇灌在祂的信徒身上，作他们完满的享受。 节那天，要持续到第三个节期，就是收藏节，而集其
大成。收藏节是收割的完成，乃是享受神格的丰满，
就是在基督里父的丰满，直到永永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