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0/8-14  #8：节期（一）安息日、逾越节、 
无酵节 (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Ⅰ．利未记二十三章里的节期乃是为着安息和享受，
预表基督作我们的安息和享受： 

A) 神命定了节期，使祂的子民可以与祂一同安息，
一同喜乐，使他们与神并彼此同享神为祂赎民
所预备的一切；这享受和安息不是个人的，乃
是团体的。 
利 23:2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些是我耶和华
所定的节期，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 
3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
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作；这是在你们
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B) 耶和华所定的节期乃是圣会，是神子民为着特
别、专一目的而被召聚的特别聚集。 

C) 这些圣会表征信徒聚集为召会，在神面前，与神
并彼此团体的以基督为安息和享受。 

Ⅱ．每周的节期，安息日，表征蒙神救赎之人与神并
彼此同享的安息；每七日有一日为着安息与享受： 

A) 安息日的原则乃是我们该停下我们的工作，因
为神为我们作成了一切，并且成为一切，给我
们享受。 

B) 按照创世记，安息日对神来说是第七日，但对
人来说是第一日： 
①这件事的意义乃是：安息日对神而言是作工
之后安息，对人而言却是先安息，后作工。 
②神先作了六天工，然后在第七日安息了；但
人是在他的第一日安息，然后才开始作工。                     
③人的第一日是安息的日子，这立了一个神圣
的原则：神首先以享受来供应我们，然后我们
与祂同工。 
林前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
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
恩与我同在。 
林后 6:1 而且我们既与神同工，也就劝你们不
可徒受祂的恩典， 

C) 安息日的原则不仅应用于创造，也应用于救赎；基
督救赎工作的结果，乃是基督自己作安息日。 

D) 每年一切节期的主要意义，就是神的子民与神并彼
此一同享受安息： 
①因此，安息就是每年七个节期的意义；每年
的各个节期，如同每周的安息，乃是一个安息。 
②每周的安息，奠定每年神的百姓与神同过圣
节的基础。 

E) 每周的安息日乃是严整的休息；这严整的休息，
表征与神一同之真实且彻底的安息，给蒙神救
赎的人与神并彼此一同享受。 

F) 这安息日，这安息，乃是“向耶和华守的”，
表征神的赎民有分于使神喜乐并享受的安息。      

Ⅲ．每年有七个节期： 
利 23:4 耶和华所定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所定
的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 

A) 七是完全的数字，表征每年的七个节期乃是完
全在神的丰富里。 

B) 基督是安息日与每年一切节期的实际。 
Ⅳ．逾越节是在一年的正月，就是一段时期的开始： 
A) 这表征基督作我们的救赎，是我们与神同享神

救恩的起始： 
①逾越节是神为祂子民所设立之一切节期中
的第一个节期，预表基督是我们对祂之享受的
开端，使我们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 
②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该是这样的节期。   

B) 逾越节这辞含有越过的意义： 
①这表征审判的神越过我们这些在罪中的罪人，
并使我们享受祂作我们的筵席。 
②今天我们有救赎的神自己作这筵席，使我
们享受祂作安息与喜乐。 

C) 在这逾越节里，基督不仅是逾越节的羊羔，更
是整个逾越节： 
林前 5:7 你们要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
团，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
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①为着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基督在祂法理一面
借着死所成就之完全的救赎里，并在祂生机一
面凭生命所成就之完整的救恩里，乃是逾越节。 
林前 5:8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
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纯诚真实的无酵饼。 
②为了作我们的逾越节，祂在十字架上被杀献
祭，使我们蒙救赎，并与神和好。 
③基于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在神面前享受祂作
这节： 
ａ．在这节中不可有酵。 
ｂ．罪和救赎的基督不能并存。 

D) 逾越节的筵席是神完全救赎的表征，这完全的
救赎是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对祂自己完全的
享受里。 

E) 主的桌子也是一个筵席，顶替并继续逾越节： 
①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乃是赴这新约的筵
席；然而，这筵席要到要来国度里的筵席才会
完全应验。 
②逾越节是一个筵席，有三个阶段：逾越节的
筵席、主桌子的筵席和国度里的筵席。     

Ⅴ．无酵节表征无罪的基督，成为筵席，作我们
在无罪生活中的享受: 
利 23:6 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 
7 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8 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当有圣会，
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作。 

A) 无酵节紧接在逾越节之后，所以这两个节期是
一起的；前者—逾越节—是开始，后者—无酵
节—是延续。 

B) 守除酵节预表借着享受基督作无罪的生命供
应，洁除一切有罪的事物： 
①以色列人中不可见发酵物，这表征我们必须
对付所觉得的罪，就是对付显明的罪，看得见
的罪： 
ａ．对付显明的罪就是守除酵节。 
ｂ．我们若容忍暴露出来的罪，就会失去神子



民之交通的享受。 
②基督是我们的无酵饼，是我们纯诚真实、无罪
的生命供应，绝对纯净，没有搀杂，并且满了实
际： 
ａ．除罪唯一的路，就是天天吃无酵饼所表征
之基督这钉死、复活且无罪的生命。 
ｂ．无酵饼表征无罪的基督要分赐到我们这些
祂的信徒里面，作无酵（无罪）的元素；基督
是无酵饼，是属灵、神圣的食物，使我们无酵。 
ｃ．当我们接受基督作我们的生命——无酵的
生命，纯净人的生命，这生命就纯净我们。 
约 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
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③基督作为无酵饼，使我们过纯净的召会生活： 
ａ．召会中不该有酵，酵在圣经中表征一切消
极的事物，就如错误的道理和实行、恶行以及
有罪的事物。 
ｂ．我们需要成为新团（7）— 召会 — 由信
徒在新性情里组成。 

C) 无酵节持续七天，表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 
①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期间乃是无酵节，就
是无罪的节期。 
②我们已蒙救赎脱离罪，现今这无罪的救赎主，
乃是我们一生的节期。 
林后 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 
③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应当享受安息，享受神，
享受我们的救赎主。 

D) 在无酵节的第一日和第七日都当有圣会，什么劳
碌的工都不可作；这表征我们从头一日就团体地
享受基督，并无人为的劳苦，直到行完基督徒生
活的全程。 

E) 要将火祭献给神七日（一段完整的时期），表
征我们在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不断地把基
督献给神作食物： 
①在主的筵席上，我们向全宇宙展示，我们在
一周当中，天天取用基督作我们无酵的食物，
作我们无罪生命的供应，并且我们是同着祂来
赴席。 
②然后我们将所享受为食物的这一位，献给神
使祂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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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①：认识神圣的原则， 
首先享受神，之后与神同工 

在我们得着享受以前，神不会要求我们作工，
这乃是一个神圣的原则。神首先以享受来供应我
们。 
利 23:3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
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作；这是在你们一
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 

等到我们与祂一同有完满的享受，并对祂有
完满的享受以后，就能与祂同工了。我们若不知
道如何与神一同有享受，以及如何享受神自己，
就不会知道如何与祂同工。我们不会知道如何在
神圣的工作上与神是一。 

不错，我们应当与神同工，甚至凭神作工。
但照着圣经所启示的，仅仅与神同工还不够，我
们必须在神的工作上与祂是一。这需要我们享受
祂。我们若不知道如何享受神并被神充满，就不
会知道如何与祂同工，如何在祂的工作上与祂是
一。 

我们只要进入主所成就的，享受我们的安息。
接受福音乃是进入主所已经完成的工作，接受这
完成的工作作安息日，作你的安息，并且与主一
同享受。但是你享受之后，必须担负义务来作工。
我们享受之后，应该将自己奉献给主，作祂的工。 

在职篇 

作为在职者的你，请清楚地认识神的工作原
则。为了正常的工作，你必须先有享受。马来西
亚总理马哈蒂尔先生称赞日本人勤奋的性格，并
指出这对日本战后复兴有用。日本人具有非常勤
奋的民族性格，这也是日本人的强项。但是日本
的弟兄姊妹得救后，需要认识到，为神工作需要
先享受神。因为日本人很勤奋，在不享受的情况
下也能服事。但这种服事是神所不接受的服事。 

林前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
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
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
同在。 

根据这个原则，每天早上去公司之前享受主的话，
是你与主一同并为主工作的重要秘诀。因此，不是一
周三、四天，请每天早上至少花 10至 20分钟来享受
主。 

晨兴的时候，要以活的方式来祷读主话。李
弟兄说祷读的时候，要操练你的灵，把 
ⅰ） 呼求主的名 
ⅱ） 简短的重复读主的话 
ⅲ） 运用主的话祷告 
混合在一起。当你用灵来呼求主的名，并反复读主的
话时，里面会有小小的感觉。这是主对你说的即时的
话。把这个即时的话的感觉马上变为祷告是应用的祷
告。在应用祷告时，主就供应生命给你。 
约 6:63 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
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如果你不是从形式上，而是操练灵以活的方
式来祷读的话。你就可以摸着并享受主。这样你
就可以在享受主中，正常的为主的见证而工作。
当你享受主工作时，日本人的勤奋性格就在会在 
主的复活中被拔高，为主所用。哈利路亚！因着
神的工作原则，感谢主，赞美主！  

祷告：“主耶稣啊，我要先享受你。我不想没有
享受就工作。请每天早上给我享受。照着神的工
作原则，在工作之前给我享受。 

每天早上祷读时，向我说即时的话。我想摸
着你。不想形式化的做。以活的方式摸着你，享
受后去公司”。 

经验②：主的餐桌代替逾越节的节期， 
继续到神国的出现 

诗篇二十三篇五节说，主在我们仇敌面前，
为我们摆设了筵席。“仇敌”指明争战和受苦，
但主使我们的争战和受苦成为筵席。在这个节期
里，主要的享受乃是逾越节的羊羔，带着其为着
救赎的血和为着争战与行动的肉，以及表征无罪
之生活的无酵饼。羊羔的肉是生机的，血是法理
的。血在法理一面救赎我们，羊羔的肉是给神选
民吃的，在生机一面使他们得着滋养和加强，能
以走出埃及。今天基督是羔羊，祂的血是为着救
赎，祂的自己是为着加强并滋养我们，使我们能
走在神的道路上，从埃及出来。  

逾越节的筵席在旧约里并没有完全应验；主
的桌子也是一个筵席，乃是来顶替并继续逾越节
的筵席。然而即使这新约的筵席也还没有完全应
验，乃是到了要来的国度里才会完全应验。 

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我们会看见，旧约和
新约都说到筵席。这筵席开始于出埃及十二章，
延续了十五个世纪多，直到主耶稣用祂的桌子来
顶替的那晚为止。今天在召会生活中，神的子民
乃是赴这新约的筵席。然而，这筵席要到要来国
度里的筵席才会完全应验。这就是说，国度里的
筵席，将是逾越节的筵席和主桌子之筵席的应验。
……表面看来有三个筵席：逾越节的筵席、主桌
子的筵席和国度里的筵席。实际上，这些不是三
个筵席，而是一个筵席的三个阶段。神已经借着
祂的救赎设立了一个筵席，使我们享受禧年的三
个阶段，就是旧约阶段、新约阶段和国度阶段。 

中高生篇 

诗篇 23:5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
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FN“摆设筵席”：在我们对复活之基督更深、更
高的享受中，主在我们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
（基督同祂的丰富作我们的享受。）我们若从事
属灵的争战并击败敌人，就必在主的桌子前，丰
富的享受祂作我们的筵席。 

主把你的争战变成筵席、把你的苦难变成餐
桌。越过的时候，实际上以色列的子民正在和法
老王征战，主耶稣与他们同在。主耶稣在争战的



时候给了他们越过的羔羊的血和羔羊的肉。羔羊
的血是为了使他们能够越过神的审判，羔羊的肉
是为了喂养以色列的子民，使他们得着加力，让
他们走出埃及。 

今天，作为中高生的你也在属灵的争战中。
法老王所象征的撒旦让你脱离召会生活，尽全力
让你留在这个世界，埃及中。例如，撒旦利用 LINE
和 YouTube，让你彻夜沉浸其中。虽然 LINE 和
YouTube 本身并没有坏处（其中一些内容是非常堕
落的），如果在睡觉时间不睡觉，主日早上的聚
会和学校的课程都会受到巨大的阻碍。 

你在学校生活中，请取用羔羊的血和肉，你需
要认自己的罪并取用基督的血，被洁净。然后需要
吃作为羔羊的肉的基督并被喂养，得到加强。 

主日的擘饼聚会是非常重要的聚会。对于以
色列的子民来说，逾越节是非常重要的节日。擘
饼聚会是逾越节的延续、替换。 
路 22:19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
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
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20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
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擘饼的的饼和葡萄酒的分离是预表主在十字
架上所流的救赎的血。哈利路亚！没有罪的主，
为着犯了罪的你而死，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事啊！ 

接着你借着救赎，能享受神作为生命的供应，
借着这件事，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正因如此，
饼的第一要义是表示基督个人的身体，第二要义
是表示基督奥秘的身体，就是召会。饼由许多的
麦子结合，形成一个饼。召会也有许多弟兄姊妹，
讲日语的弟兄姊妹，讲中文的弟兄姊妹，讲韩语
的弟兄姊妹，和来自非洲的弟兄姊妹等等，来自
不同国家的人们因着信仰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
新人。 

所以，擘饼聚会是基督的血，基督生命的供
应，包含了基督身体的建造，信徒们在主再来并
带来王国之前，每周主日都要举行这个聚会。参
加擘饼聚会纪念主，享受主会成为你学校生活被
祝福的基础。 

祷告：“哦，主耶稣，我有为了准备考试和保持
正常的朋友关系的属灵争战。但是，感谢你把我
的争战变成宴席，把我的苦难变成餐桌。在我的
征战中，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享受你。我在身体里
享受你，对抗神的敌人撒旦，和他争战。不被 LINE
和 YouTube 所困，早睡早起，参加聚会和去学校。 

感谢没有罪的主，替我而死。每周参加擘饼聚会，
感谢你的血，使我能够享受你作为生命的供应。
无关语言、文化，大家一同有份于你，建造一个
新人。哈利路亚！。” 

 

 

補充本 207 神是我们食物 
１.神已將祂儿子赐下，作生命树无比丰富； 

要叫人人一尝便知，神是我们食物。 
神是我们食物！神是我们食物！ 
我们尝过就作见证，神是我们食物！ 

２.藉喫把主接受进去；凭主而活，並不喫力， 
因为我们所喫筵席 全是主的自己。 
主是我们筵席！主是我们筵席！ 
我们喫主，因主活著，主是我们筵席！ 

３.我们所喫乃是基督─是粮，是肉，属天食物； 
生命供应，营养充足，我们天天喫主！ 
我们天天喫主，我们天天喫主， 
生命供应，营养充足，我们天天喫主！ 

４.喫这筵席，真是享福！应有尽有，极其丰富！ 
无论何人，凡是愿意，都可白白来喫。 
都可白白来喫，都可白白来喫， 
无论何人，凡是愿意，都可白白来喫。 

 

詩補充 207 キリストを享受するー 
食物と飲み物として 

１. いのちの木として かみは御子あとう。 
だれでもーあじわえ、 しょくすによし！ 
しょくによし！ しょくすによし！ 
あじわいーあかしす、 しょくすによし！ 

２. 主は宴せきもうけ、 われはしょくし生く。 
宴せきのーしょくもつ、 みな主ご自身。 
イエス、われらの しんの宴せき。 
霊にてイエースしょくし、 われ生かさる。 

３. キリストは糧しょく、 われらのパン、にく。 
いのちのーきょうきゅう、 日ごとしょくす。 
日々、主を食べ、 日々かてとし、 
いのちのーきょうきゅう、 日ごとしょくす。 

４. たのしいえんせき、ゆたかさあふれる。 
みな来てーしょくせと、かみ言われる。 
来たりしょくせ、えん慮せずに、 
みな来てーしょくせと、かみ言われ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