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讲   纪念“三节期”来朝见神 

---祷告的果效 

 

主题经文：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14~17 节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参考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14~17 节) 

 

看重神所看重之事的人，无论处于任何条件或处境，都已经活在成

功里，也将会更加成功。神若喜悦我们，我们的未来将完全得保障。

神赐地上七、八十年的日子，便是要我们在其中得取“宝贝”后，

归回天家。神最看重的宝贝有哪些？在本篇的经文中，神叫以色列

民(圣徒)一年里必要纪念“除酵节、收割节、收藏节”三个节期，

从中得知神对圣徒生命最重视的是什么。 

神并不是要我们只在那些节期里，纪念过去历史里发生的事件，乃

是要我们每日、整年、终生不要忘记那三个节期里所代表的属灵意

义。第一，除酵节(犹太历正月，即西历 3、4 月)，又称为“逾越

节、无酵节”，其含意即指“圣徒的重生得救”；第二，收割节(犹

太历 3 月，等于西历 5、6 月)，又称“五旬节、七七节、初熟节”，

其含意即指“圣灵充满、得能力”；第三，收藏节(犹太历 7 月，等

于西历 9、10 月)，又称“住棚节”，其含意即指“生命结果子、传

福音得人”。神为我们一生所安排最宝贝的内容，就是“重生(生命)、

成圣(能力)、基业(果子)”。 

其实，不单本篇经文，在整本圣经里神均反复地强调这三要素之重

要性。例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

翰福音十章 10 节下)“祂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祂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

大......”(参考以弗所书一章 18~19 节)主呼召门徒是为了“要他们



常与自己同在(生命)，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基业)，并给他们权柄赶

鬼(权能)”(参考马可福音三章 13~15 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

上(生命)，你们必得着能力......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果子)”(参考

使徒行传一章 8 节)。 

神呼召亚伯拉罕时，应许他要成为“万福之源”(生命)：“论福，我

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

裔得福......”(参考创世记二十二章 17~18 节)“为你祝福的，我必

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能力)......”(参考创世记十二

章 3 节)家庭、后代、地区、列邦都因而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

你得福(基业)。” 

神在约书亚记一章 3 至 6 节也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生命)。”“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

站立得住......你当刚强壮胆(权能)。”“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

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基业)。” 

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必要看重神所看重的这三个要素“重生(生

命、同在)、成圣(能力、医治)、果子(事奉、基业)”，如此在祷告之

中，才能更坚固自己的生命与天父的关系，也能得着从天上来的权

柄和能力，并能发现神的美意而顺从，得着事奉所带来美好的果子。 

 

1.纪念逾越节—重生、永生、救恩 

(1)纪念“耶和华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之事。 

神在出埃及记十二章 26、27 节，为何要以色列民继续不断纪念“耶

和华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之事？并且为何要他们教导

儿女和后裔这节期的属灵意义？这是要他们继续不断地思想： 

第一、逾越节那夜，他们做了什么事？将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及门框

上、吃无酵饼、豫备好行装以便离开埃及地。其属灵意义为：圣徒



听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并且相信，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将

自己生命分别为圣，归入永远的国度里。 

第二、当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埃及法老长子和埃及人一切头生

的人、畜均被击杀，以色列民永远得了释放。其属灵意义为：撒但

和一切邪灵的头均被打破，圣徒得着永生、完全的自由，不在律法

之下，而在恩典之下了。 

第三、在那夜，以色列民得着哪些证据？认识自己是“蒙拣选的子

民”，确认神赐给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的话信实地成就，祂无

限的慈爱彰显出来。其属灵意义为：圣徒因此确认了自己是永远蒙

爱、蒙召、蒙福的生命，得着新造的身份、所属和关系。 

第四、已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应往何处去？往“应许之地─迦南地”

走，征服该地，得取所分之地为业。其属灵意义为：圣徒的一生要

将自己生命当作活祭，为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活，以荣神、益人、建

立国度，个人、家庭、地区、世界四大福音化为一生的目标。 

第五、他们前进的方法如何？整个以色列族十二个支派以会幕为中

心，一同跟着云柱、火柱、抬着约柜的祭司长往前行。其属灵意义

为：圣徒当以崇拜、聚会、肢体、祷告为中心生活，时常察验神的

美意而顺从，如此每日与主同行。 

从一个圣徒生命的目标、心肠、思想、方法，都建立在重生的奥秘

和重生所带来一切变化之时开始，他才能得着重生的祷告、重生的

生活、重生的人际关系和重生的果子，因此，神十分看重祂的子民

时常纪念重生的事。 

 

(2)将祷告的内容建立在重生的基础上 

为了不忘记“重生的奥秘”，而能继续享受重生所带来的一切福份，

最重要的便是将祷告的内容建立在重生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已重生

之人，才能享受“重生的祷告”，虽然每位信徒都祷告，但是宗教



性的祷告和重生的祷告是大不相同的。 

所谓宗教性的祷告，是指不根基于重生所带来一切新的关系、身份、

所属、目标、内容、心肠，仍然按着自己的眼光、动机、目标来祈

求的祷告。因为那人在不清楚认识神、自己、世界、未来的条件下，

只是按着自己的思想、欲望和贪念，作“不信、迷信、妄信、半信

半疑”的祷告，因无法得着定见，所以无法得着任何神的美意和应

允。所谓“重生的祷告”，是指与神交通并祷告的一切内容，都根

基于自己所信“重生所带来的一切变化”上面，因此祷告之时，能

带着新的关系、身份、所属、目标、内容、心肠来到神面前，并且

拥有确据和定见，也能得着圣灵的感动，而在凡事上能察验何为父

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例如，宗教性的祷告是：“主啊，怜悯我这不配的罪人......”福音性

的祷告则是：“父啊，洗净、恩膏祢的儿子，使我能做到『与蒙召

的恩相称』的生活。” 

又如，宗教性的祷告是：“主啊，祢在哪里？求祢让我看见祢......”

福音性的祷告则是：“父啊，祢就存在于祢所创造的整个宇宙里，

也在我生命里。感谢祢，时常借着祢的话、基督的奥秘和圣灵的感

动，向我显明祢的美意，使我在凡事上能得着祢的美意而顺从......” 

又如，宗教性的祷告是：“主啊，我的命为何如此地苦......为何我时

常遇到倒楣的事......我的丈夫、子女为何那么软弱......”福音性的祷

告则是：“父啊，感谢祢永远爱我。目前所遭遇的一切事里都隐藏

着祢的爱。父啊，开启我的眼睛使我能得着祢的美意而在凡事上感

恩、喜乐......感谢祢，为我安排如此的丈夫、子女，使他们的软弱

能成为我的祷告和冠冕，并且我相信我所交托之事，祢已经垂听了，

将来万事必互相效力......” 

又如，宗教性的祷告是：“主啊，给我钱、使我成功......”福音性的

祷告则是：“父啊，祢所赐的我都满足、感恩......父啊，我永远称颂



祢的名，因为祢已经使我永远成功，因再也没有比永远作祢儿子更

大的成功了......” 

 

(3)得着发展更实际、更日常、更具体的祷告内容 

没有重生基础的祷告，使人的生命越来越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

宗教徒的生命和生活，越来越被戒律捆绑，追求无根基的神秘经历

或神迹异能，人为地热心而事奉枯干，时常与他在一起的人或在他

权柄之下的人，均与他一同枉受痛苦。重生的祷告，是有根、有枝

子、有叶子，能开花结果子、有生命的祷告，在反复享受奇妙的过

程里，越发展更实际、更日常、更具体，使圣徒经历神细密的带领

和成全，所以那人爱神的心也继续增长，事奉的能力和果效也继续

加增。因此，我们必定要确认自己的祷告是重生的祷告，还是尚未

重生的祷告；也从我们的祷告里找出宗教性无根无基的内容而来更

新，圣徒能在反复享受重生的祷告之过程里，得着更成熟、更实际、

更日常、更具体的祷告内容。 

 

2.纪念五旬节—权能、医治、成圣(1)逾越节过后五十日(五旬)之五

旬节 

五旬节是在逾越节过后算起的第五十日(一旬为十天)，故称五旬节，

时间在每年 5、6 月份，此时正逢庄稼初熟的收割时期，各式果树

开始结实，彰显出神新的恩典与以色列民同在，百姓都盼望神按着

应许赐给他们丰收的一年，并将初熟的果子献给神，祂加倍的恩典

和赏赐便临到以色列民身上。 

已出了埃及(重生)的以色列百姓所到之处，神的权柄、能力、得胜

均继续不断地彰显出来。首先，法老(撒但)残余的势力皆水葬在海

底，以色列民走干地过红海而高唱凯旋歌。接着，耶和华神的荣光、

能力，充满在会幕中至圣所约柜之上，并成为云柱、火柱来引导以



色列民。虽然以色列民在无水无草的旷野里，神却按时使吗哪、鹌

鹑从天上降下来，并从地上磐石喷出生命活水来。与仇敌争战时，

每当摩西举手祷告，以色列民便能打败仇敌得胜。而神在以色列百

姓经过之处，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他们(祭司)的脚一入水，

约旦河水便倒流、在远处立起成垒。他们一进入迦南地，耶利哥、

艾、亚摩利、亚衲族等诸城之人的心都消化、溃不成军而败亡。 

初代教会时期正当五旬节时，一百二十个基督门徒在楼房聚集恒切

祷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

口才，异口同声地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的信息，众人都希奇惊讶，

扎心、悔改、受洗、一同领受圣灵和应许。 

 

(2)祷告时，必要看见赏赐、得着能力、恢复权柄 

神要以色列民不断纪念“五旬节”的意思，是要他们祷告的时候，

必定要看见从天而来的能力、恩慈、赏赐，要得着有权柄的思想、

言语和生活，凡事才能得胜。一个深信福音而能享受重生祷告的圣

徒，祷告的时候必能得着圣灵所赐的权柄和能力，因此祷告之前和

之后，他的眼光、能力、方法都会完全改变。我们要确认在祷告之

中有否得着加拉太书五章 22 至 23 节所说“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效？生命否更自由、

更有能力？得不着此种能力的祷告反而会带来很多害处，祷告之

后，会进入更不信、疑惑、不安、内疚、自卑、无能的状态。因此

圣徒祷告时，必要看见赏赐、得着能力、恢复权柄，凡事上才能得

胜。 

 

(3)如何祷告才能得着上述能力呢？ 

在祷告中因相信神的话、基督的成就、圣灵的工作，以此来确认神

在过去的赐福、现今的同在和做工、未来的应许(参考创世记十五



章 1 节；约书亚记一章 1~9 节)，也要穿戴全副军装：“救恩、公

义、真理、神的话、信心、平安的福音”，靠着圣灵与神交通(参考

以弗所书六章 10~18 节)。 

若要得着从上头来的权柄和能力，最重要的是能掌握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的心必要与神和好，具备愿意爱祂、顺服祂的心、愿意

信从祂美意的心。当一个重生的神儿女得着此心而寻找神的美意

时，圣灵就会马上在他的心灵里动工，使他的心灵刚强起来。 

第二，继续带着此种信心，莫注视在该难处本身，而应努力注视在

发现神的同在和帮助上；莫受人的话或世俗方法的影响，只倚靠神

的话和基督里绝对的答案；莫接受从恶者而来负面的暗示，乃积极

寻找神的美意；莫为过程所欺骗，乃紧紧抓住应许而期待。借着圣

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察验父神那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美意”，使信心

坚强起来，黑暗势力被挪开，而能得着自由、平安、盼望...... 

第三，坚信自己所得着之神的美意，而将未来的事都交托主，按主

的带领一步一步信而顺从。如此在实际生活中，逐一确认，在任何

的情况、条件里，无论是财物问题、健康问题、教养儿女问题、各

样的试探和逼迫、漫长地等待神成就祷告的过程，都能发掘凡事都

隐藏基督所赐绝对的美意和答案。(详细的信息，请参考医治信息

十 课 ： http ： //www.spring4life.org/index.php ？

c=3&subcat=04.01.04 或 www.spring4life.com—信息分类—门

徒培训─三十六课—医治信息) 

 

3.纪念收藏节—果子、基业、冠冕 

(1)收割果实而储藏 

以色列民在犹太历 7 月，也就是每年 9、10 月份，收割各种果实

储藏，这是他们一年辛勤耕耘带来的果子。当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

之后，按照每一支派、家族、家庭、个人分地，均得了其所当得的



基业。其意即：凡属于耶稣基督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

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参考加拉太书三章 29 节)。 

圣徒是属于天国的，也在天国拥有每人所当得的永远基业，那都是

按着每个人在世的日子里所结的生命果子来分配。神要圣徒每次祷

告时，必察看自己生命里得了何种果子，并应多结哪些果子。 

 

(2)两种果子。 

圣徒所结的生命果子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的果子”，另一种是“外

在的果子”。 

所谓“内在的果子”，即指：一个圣徒因信神的话、基督、圣灵，

自己成为圣殿、基督的身体、天国的通道，而在他生命里得着加拉

太书五章 22 至 23 节所谓“圣灵所结的果子”，以及其生命活出基

督的样式之程度。笔者猜测，一个圣徒在天上将要得着的冠冕，并

非永远戴在头上实质的冠冕，而可能是依其在世一生的日子，生命

里恢复耶稣基督荣光的程度为根据，在天上永恒的日子里，其生命

将彰显出来相对大小之荣耀。圣徒在地上蒙恩、重生之后，在这充

满试探、逼迫的世界里，必将遭遇许多事件和情况，他在其中因信

耶稣基督的教导、成就、应许、预言而越来越恢复圣洁的生命，此

即他永远荣耀的冠冕。这冠冕不仅是将来在天上才能看见，他仍在

世上的时候，周围的人便能在他生命里看见基督的温柔、谦虚，也

能闻到基督的香气，并能感到基督的慈爱。每当圣徒祷告的时候，

神要我们察验如何更加成圣、结出内在生命的果子，并在继续不断

地省察自己生命的过程里，使生命、生活日渐趋近耶稣基督的模样。 

而“外在的果子”则是指使徒行传一章 8 节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18 至 20 节所说，事奉或传福音所带来生命的果子。一位圣徒活出

基督生命时所散发出的基督荣耀、能力、香气，能吸引神在他周围

的家人、亲友、同事中所安排的“八福(状态)之人”，并因他所传讲



的基督福音和见证，将那些八福人，即神所拣选的子民，带到神面

前，使他们得重生、成圣、事奉神。保罗在写给腓立比和帖撒罗尼

迦教会的信上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

乐，我的冠冕。”(参考腓立比书四章 1 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

乐。”(参考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 19~20 节)圣徒重生之后，仍然存

留在地上的重要意义，首先就是自己生命的成圣；其次，则借着自

己的生命来祝福将来的世代，就是自己的儿女、后代、羊群和门徒，

并祝福所在的地区、世界(参考创世记十二章 1~3 节)。每当圣徒祷

告的时候，必要寻找今日该如何“荣神、益人、建立国度”，为此

目标，今日神在我身边所安排的八福人有哪些？我所要做的事情有

哪些？所要见证的信息是什么？祝福他们的时间表到了吗？他们

生命的成熟度如何？若在祷告中能得着具体并实际的内容，则每天

皆会看见祷告所带来美好的果子！ 

 

(3)收割一天的果子 

在每晚临睡前的祷告中，要收割一天的果子，如此便能确认每天神

如何培育自己的生命，使其越来越美丽；也能确认神如何使用自己，

并发展自己的事奉和扩张永远的基业，以便得着无限的喜乐和盼

望，其见证便更有确据和能力，结出更美好的果子。圣徒应检讨：

每晚，我是否如此做？若能从现在开始，则立即能看见并得着神无

限赐福我之确实的证据！ 

一个有信心之人祷告的时刻，就是天变、地变、未来时光改变的时

刻。重生之人的祷告必定会带来美好的果效：与神的关系更加亲密，

发现神的慈爱而更爱神，更体会神的美意和计划，得着喜乐、顺从

的心，祈求、代祷蒙应允，得平安、自由、权柄、能力、盼望。若

目前的祷告得不着上述之果效，则可能是祷告非奠基于重生、能力、



果子之基础上，因此必要检讨并更新，如何能享受借着每日的祷告

所带来美好的果效。 

 

+祭坛祷告室+ 

1.主叫我们每当祷告时，都要纪念除酵节(又称逾越节、无酵节)，

即：得救、重生之意。逾越节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一

夜，以色列民得了哪些证据？出埃及的以色列民该往何处走？他们

行走的方法为何？我的祷告是否建立在耶稣基督所赐重生的磐石

上？是否需要更新？ 

2.主也叫我们每当祷告时，都要纪念收割节(又称五旬节、七七节)，

即：圣灵充满、得能力之意。思想：在五旬节那日，一百二十个门

徒所得着的能力有哪些？当我祷告时，是否亦得着该能力？能得着

那些能力的秘诀如何？ 

3.主又叫我们每当祷告时，都要纪念收藏节(又称住棚节)，即：生

命结果子、传福音得人之意。在每天夜晚的祷告里，我是否看见整

天所得新的恩典？是否努力寻找当天所得新的果子？我是否已掌

握自己终生的异象：个人、家庭、地区、世界福音化的时间表？ 

 

+信息知多少+ 

1.三个节期里所含的属灵意义。 

第一，除酵节，又称“____节、无酵节”，其含意即指“圣徒的____”；

第二，收割节，又称“____节、七七节、初熟节”，其含意即指“____

充满、得____”； 

第三，收藏节，又称“住棚节”，其含意即指“生命____、传福音

而得人”。 

2.神为何要以色列民不断地纪念并思想“耶和华将他们从埃及为奴

之地拯救出来”之事？并且要他们教导儿女和后裔这节期的属灵意



义？ 

第一、逾越节那夜他们做了何事？有何属灵意义？ 

第二、逾越节当夜究竟发生了何事？有何属灵意义？ 

第三、逾越节那夜，以色列民得了哪些证据？有何属灵意义？ 

第四、已出埃及的以色列民，应往何处去？有何属灵意义？ 

第五、以色列民前进的方法为何？有何属灵意义？ 

3.神要以色列民纪念“五旬节”的意思，是要他们祷告的时候，必

要看见从天而来的____、恩慈、赏赐，要得着有____的思想、言语

和生活，凡事上才能得胜。 

4.一个深信福音而能享受重生祷告的圣徒，祷告的时候，必能得着

圣灵所赐的权柄和能力，因此祷告之前和之后，他的眼光、能力、

方法都会完全改变。那圣徒如何借祷告得着从上头来的权柄和能

力？本书列举了三点，你能说一说并在祷告中得着吗？ 

5.圣徒所结的生命果子有两种，一种是“____的果子”，另一种是

“____的果子”。 

6.“内在的果子”是指：圣徒生命里得着____所结的果子，“仁爱、

____、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____、节制”，以及其生命

活出____的样式之程度。 

7.“外在的果子”是指：事奉或传福音所带来____的果子。 

8.圣徒重生之后，在地上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自己生命____；

其次，借着自己的生命，祝福自己的____、后代、羊群和门徒，并

所在的地区、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