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寻求神的带领, 遵行他的吩咐, 
活出圣洁的生命 

Daily seek to obey His instructions and live straight life  

 

回顾 
感恩 
展望 正⽉月初⼀一⽇日 

 



有关正月初一日的一些经文(CCB)
(1)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

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创Gen8:13) 

(2)  正月初一日, 你要立起帐幕;  
1 7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帐幕就立起来 
(出Exo40:2, 17) 

(3)  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 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工夫洁净耶和华的殿, 到正月十六日才
洁净完了 (代下2Ch29:17) 

 



(4)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 …        (结Eze29:17)CCB 

  

主耶和华如此说: 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
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结 (结Eze45:18)CCB 
 

 正⽉月初⼀一⽇日 



(5)  正月初一日, 他从巴比伦起程, 因他神 
 施恩的手帮助他, 五月初一日就到了 
 耶路撒冷  (拉Ezra7:9)CCB  

 
 到正月初一日, 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 
 人数      (拉Ezra10:17)CCB  

正⽉月初⼀一⽇日 



一、挪亚- 信靠顺服神, 开始新的生命 
二、摩西- 敬拜侍奉神, 开始新的事工 
三、希西迦- 洁净圣殿, 重拾殿的圣洁 
 

共同点: 
遵行神的吩咐, 活出圣洁和敬拜的生命 
正⽉月初⼀一⽇日 



一、挪亚- 信靠顺服神, 开始新的生命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一⽇日 

一、正月初一,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 - 信靠顺服神, 开始新的生命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创Gen8:3) 
 
•  挪亚顺服神的吩咐, 把各类动物各一对带入方舟 
•  正月初一日, 挪亚揭开方舟的盖 



2月27日, 挪亚一家及各类的 
动物出了方舟。 
第一件事, 挪亚筑坛献祭 

神与人
立约, 
不再用
洪水灭
绝全地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一⽇日 

思想:   
 
•  挪亚 - 重新活命 
•  方舟预表基督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看啊, 一切都更新了(林后2Cor5:17) 



正⽉月初⼀一⽇日 

思想:   
 
‘耶稣’名字的意思: 祂要把自己的子民从
罪恶中救出来(太Mat1:21)   
He wi l l  save his  people  f rom their  s ins 
•  该效法挪亚立起敬拜和侍奉的生命祭坛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
你的愿(诗Psm50:14) 



2.  我们从挪亚的身上看到人与上帝 
 同工的美好见证 

 
•  挪亚顺服上帝的吩咐建造方舟 
•  与上帝同工 - 认清上帝的吩咐 
•  谦卑顺服遵行 
  
正⽉月初⼀一⽇日 



一、挪亚 - 信靠顺服神, 开始新的生命 

二、摩西 - 敬拜侍奉神, 开始新的事工 

三、希西迦 - 洁净圣殿, 重拾殿的圣洁 
 

正⽉月初⼀一⽇日 



二、正月初一立起会幕: 
  摩西 - 敬拜侍奉神, 开始新的事工 

 
耶和华对摩西说: 2“你要在一月一日支起圣幕, 
即会幕(出Exo40:1-2)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帐幕就立起来 
摩西按照神所指定的正月初一, 立起敬拜和奉侍的
圣幕(出Exo40:17) 
•  神借着会幕带领以色列民 
•  以色列民开始学习怎样事奉永生神 
 
正⽉月初⼀一⽇日 



摩西在正月初一日, 立起会幕, 把会幕内一切
的器皿安置妥当 
•  一切建造都是按照神的指示去做 
•  以色列民甘心乐意的捐献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 (出Exo40:34) 
 
耶和华的荣耀 - 神圣洁慈悲的彰显, 神的恩
惠和真理, 光明和生命 



思想: 
 
•  我们是否立起了个人属灵的 

圣幕尽心尽意服侍神? 
  
•  摩西在建立圣幕的事上, 照着上帝的吩咐 

 去做。我们是否立定心志完成上帝的吩咐? 

正⽉月初⼀一⽇日 



思想: 
 
•  在事工上, 无论合乎心意或不合乎心意,  

是否仍然持守正确的心态? 
•  支持核心领导, 与团队配搭, 齐心合力,

兴旺上帝的教会 
 
•  上帝拣选我们全然侍奉他 

正⽉月初⼀一⽇日 



一、挪亚 - 信靠顺服神, 开始新的生命 

二、摩西 - 敬拜侍奉神, 开始新的事工 

三、希西迦 - 洁净圣殿, 重拾殿的圣洁 
 
正⽉月初⼀一⽇日 



三、洁净圣殿: 
  希西迦重拾殿的圣洁 

 
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 初八日到了耶和
华的殿廊, 用八日的工夫洁净耶和华的
殿, 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      
(代下2Ch29:17)CC B  



正⽉月初⼀一⽇日 

希西迦是犹大国一位敬虔的君王(King Hezakiah)  
效法他祖先大卫, 做耶和华视为正的事

         (代下2Ch29:2) 
他的父亲亚哈斯王却是极其邪恶; 不信上帝,  
选择祭拜加南的外邦神 
希西迦在元年正月初一日登基, 决心洁净圣殿

        (代下2Ch29:3-17) 
 
•  当时的圣殿充满各种污秽的偶像 



正⽉月初⼀一⽇日 

希西迦洁净圣殿的步骤:  
1.  打开圣殿的门, 让阳光进入, 照亮整个圣殿    
2.  上帝是光, 在祂里面毫无黑暗  

(约一1Jn1:5)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实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一1Jn1:9)   
 
•  圣灵的光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正⽉月初⼀一⽇日 

希西迦洁净圣殿的步骤:  
2.  扫除一切污秽, 洁净圣殿  

       (代下2Ch29:5, 16)  
 
希西迦把一切遮住圣殿荣耀的污秽之物除灭  
利未人啊, 请听我说! 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也
要洁净你们祖先的上帝耶和华的殿, 除去圣所
中的污秽之物(代下2Ch29:5)   
 



正⽉月初⼀一⽇日 

希西迦洁净圣殿的步骤:  
2.  扫除一切污秽, 洁净圣殿  

       
祭司们进入耶和华的殿, 把所有污秽之物搬到
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然后再由利未人运到外面
的汲沦溪丢掉(代下2Ch29:16)  
 

他们一月一日开始洁净的工作, 到一月十六日
完成洁净的工作(代下2Ch29:17) 



正⽉月初⼀一⽇日 

思想: 
 
我们的心灵是否隐藏着污秽之物需要除灭? 
所以你们要除去所有的污秽和一切的恶习, 谦
卑地领受那已经栽种在你们心里、能救你们灵
魂的真道(雅Jas1:21) 
 
杜绝所有的恶事(帖前1Ts5:22) 



正⽉月初⼀一⽇日 

19 顺从罪恶本性而行的事显而易见, 如淫乱、污秽、
邪荡、 20 拜偶像、行邪术、仇恨、争吵、忌恨、
恼怒、纷争、冲突、分裂、 21 嫉妒、凶杀、醉酒
和荒宴无度等。我从前警告过你们, 现在再一次警
告你们: 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 

           (加Gal5:19-21) 
恶事阻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夺去我们对上帝起初
的爱。 
靠着圣灵炼金之火, 永远除灭恶事 



正⽉月初⼀一⽇日 

思想: 
 
我们灵命的殿是否荒废已久? 
 
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 上帝的灵住在你
们里头吗?…(林前1Cor3:16-17) 



3. 恢复献祭和敬拜事奉  
 
•  希西迦使荒废的圣殿得洁净 
•  把利未人带回圣殿 
•  恢复献祭敬拜的职份 
•  复兴宗教的日子 
•  使以色列民重新服侍上帝 
•  神的荣耀回到圣殿 



宋尚节论圣洁的格言 
 
一个人真正的失败乃内心的失败。内心清洁
而且刚强, 何怕逆境, 内心圣洁而且勇健,  
则能胜过一切环境。 
圣洁之道可分三段: 一是洁净自己、 
二是除去一切污秽、三是完全顺服主。 
•  除去教会及个人一切罪恶 
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一⽇日 

总结: 
•  学习挪亚, 摩西和希西迦王寻求上帝神的带

领, 遵行他的吩咐, 活出圣洁的生命 
•  在2020年的每一天, 顺服上帝的管理和带领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竿直跑 

      (腓Phl3:13-14) 
•  请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灵 
•  摆脱所有不洁净的东西, 负面情绪 



宣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再次复兴我的灵 
使我的眼睛洁净, 时刻仰望主 
使我的手洁净, 作主圣工 
使我的脚洁净, 走正直的路 
使我口洁净, 说圣洁的言语 
我决定先洁净自己, 以便更好地与圣灵同工 
侍奉必然更新而变化 
你的荣耀将充满我的生命。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