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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主日主日主日12:30-1:45pm玛哈念玛哈念玛哈念玛哈念



利未記 23: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告
訴以色列人…我指定的節日,你們應當召集
聖會

•節日(feast,「mo’edim」)
•聖會(sacred assembly,「miqra」)
•以色列過去發生的事情

•指向彌賽亞第一次和第二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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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與人相遇的時候:

路19:42-44耶穌走近耶路撒冷的時候..就
為它哀哭說：巴不得連你也在這日子知道
關乎你平安的事！不過現在這事在你眼前
被隱藏了.日子將要臨到你,你的仇敵要築
起土壘包圍你…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因為你沒有抓住神臨到你那裏的時機因為你沒有抓住神臨到你那裏的時機因為你沒有抓住神臨到你那裏的時機因為你沒有抓住神臨到你那裏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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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2:1-3 七月二十一日,耶和華
的話臨到先知哈該說…你們中間存
留的,有誰見過這殿從前的榮耀呢?
現在你們看著如何,豈不在眼中看
如無有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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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該2:6-9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滄
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這殿
後來的榮耀、必大過先前的榮耀．
在這地方我必賜平安．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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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神所施的美善, 就不懈怠:

•太24:42 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
是那一天來到

•帖前5:1-8 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
樣…你們卻不在黑暗裡…我們既然屬乎白晝、
就應當謹守,把信和愛當作護心鏡遮胸,把得
救的盼望當作頭盔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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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節期:利23

• 逾越節,五旬節與住棚節,以色列男丁每年三
次上到耶路撒冷守這三大節期

• 全國可以齊心一意把一切注意力,讚美,奉
獻,和崇拜全歸給耶和華，從而加强與他
的關係。

7



額外的獻祭(平時十一奉獻以外):利
23:37-38耶和華節期…要將火祭燔祭,
素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日獻給耶和華.
在耶和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們的供
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耶和華的以外

The Law of The Law of The Law of The Law of Common / Average / Selfish Common / Average / Selfish Common / Average / Selfish Common / Average / Selfish 
vs. vs. vs. vs. 

The Law of The Law of The Law of The Law of Purpose / PlentyPurpose / PlentyPurpose / PlentyPurpose / Ple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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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上8: 2就是七月在節前、以色列
人都聚集到所羅門王那裡…62-65所羅
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用牛二萬二千、
羊十二萬、這樣、王和以色列眾民、為
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

當日王因耶和華殿前的銅壇太小、容不
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
將耶和華殿前院子當中、分別為聖、在
那裡獻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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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季節猶太季節猶太季節猶太季節

秋季秋季秋季秋季（（（（提斯利提斯利提斯利提斯利
月月月月))))----九月中到九月中到九月中到九月中到
十二月中十二月中十二月中十二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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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    Pesach    無酵節無酵節無酵節無酵節    Hag HamatzotHag HamatzotHag HamatzotHag Hamatzot    初熟節初熟節初熟節初熟節    Hag HabikkurimHag HabikkurimHag HabikkurimHag Habikkurim    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    ShavuotShavuotShavuotShavuot    

尼散月十四日 逾越節第二天舉行 尼散月第十七日晚十八日 初熟節算起第五十天 

3/25/2013 3/26/2013 3/27/2013 5/15/2013 

 

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    Rosh HaShanaRosh HaShanaRosh HaShanaRosh HaShana    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    Yom KippurYom KippurYom KippurYom Kippur    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    SukkotSukkotSukkotSukkot    

猶太新年七月初一 提斯利月第十天 提斯利月 15-21 日 

9/5/2013 9/14/2013 9/19/2013~9/25/2013 
 



• 秋季節期的準備開始於吹角節的悔改

• Ten Days of Awe：

> 吹角節9/5/2013提斯利月第一日

The Feast of Trumpets (Rosh Hashanah)

> 贖罪日9/14/2013提斯利月第十日
Day of Atonement (Yom Kip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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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悔改: 以色列以此為新年，
吹角節Rosh Hashanah =“一年之
始”,“世界的誕生日”,”創造
的紀念日”

• 猶太新年是與神之間細心自省的是與神之間細心自省的是與神之間細心自省的是與神之間細心自省的
時刻時刻時刻時刻 (利23:23-25; 民數記29:1):
吹角守節一天「叫醒」猶太人离
恶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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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角一百響:

1.Tekiah 一聲长響 ― 王的加冕.

2.Shevarim 三聲中长度，如哭泣
般的吹角 ― 猶太人心中的痛哭，
渴望与神连结，成长，並逹成被造
的命定.

3.Teruah 九聲急促短響 ― 警鐘，
由沉睡中唤醒. 14



吹角一百響:

Play YouTube “Rash 
Hashana 2011 Blowing the 
Sho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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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角節是聖會，為安息日不可作工，
百姓要到會幕前聚集，所有的燔祭
都要與贖罪祭同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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燔祭燔祭燔祭燔祭 (全部燒給神全部燒給神全部燒給神全部燒給神) 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 (燒上脂油的部燒上脂油的部燒上脂油的部燒上脂油的部
份份份份)

公牛犢 公綿羊 公羊羔 公山羊

月朔 2 1 7 1

吹角節 1 1 7 1

Total 3 2 14 2



• 吹角節開始於新月夜晚(提斯利月一日).
• 宣告君王來臨
• 吹角發出警告或宣佈消息:警告百姓們
將有戰事發生.
> 阿摩司5:18-20「景況好像人躲避獅子
又遇見熊、或是進房屋以手靠牆、就被
蛇咬。耶和華的日子,不是黑暗沒有光明
嗎？」
> 约珥2:1-2「那日是黑暗、幽冥、密雲、
烏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鋪滿山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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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8:6-13 拿著七枝號的七位天使就預
備要吹。第一位天使吹號…地的三分之
一被燒…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
聽見他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
號、你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
哉

啟11:15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有大聲音
說：世上的國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祂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18



耶穌第二次回來會完全應驗其餘
三個節期的應許：號筒吹響,宣告:
• 耶穌很快就要再回來，作救主和
這世界的王

• 從困苦中釋放以色列子民(以赛
亚63) (撒迦9章14)

• 和以色列國立新約(耶31:4)、在
千禧年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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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第二次回來會完全應驗其餘三個
節期的應許：號筒吹響,宣告
(cont.):
• 對列國的審判
馬太25: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
別綿羊山羊一般 33 把綿羊安置在右
邊、山羊在左邊 34 於是王要向那右
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
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20



吹號不但宣告而且釋放世上的國成
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

• 約書亞攻打耶利哥，第七天要繞
七次然後吹號於是耶利哥城倒塌:
對應於吹角節是在猶太曆的第七
個月份的月塑吹號，啟示録第七
位天使的號聲

• 耶穌名字希伯來語就是約書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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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角節也指向耶穌是新郎来迎娶新婦(教
會):
• 古以色列只有新郎的父親知道大婚之日

的凖確日期.受邀的客人必须预备灯油，
在大婚之日於路旁点灯庆祝婚礼。

• 太(Matthew) 24:42 所以你們要儆醒要儆醒要儆醒要儆醒、
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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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新自己對神愛的關係…(e.g.,認識
神卻變得不冷不熱？)

2.對自己的家庭生活重新檢修、

3.對自己的人際關係加以重整、

4.對自己的金錢產業重新承接、

5.順服權柄尊重次序…

6.對公民責任重新認識、祝福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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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12章3節:凡祝福(Barakh)你的，我必
賜福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
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 神從不背信,神對以色列的祝福(或
咒詛),仍會作為神對待每個民族的
準則.從個人禍福至國家的興衰,全
都決定於以色列的祝福或咒詛

• 祝福與咒詛都從以色列而來,如何撒
種，就必如何收割。 24



民 24:9

（以色列）蹲如公獅，臥如
母獅，誰敢惹（以色列）？
凡給（以色列）祝福的，願
他蒙福；凡咒詛（以色列）
的，願他受咒詛

25



太25章40節:主要回答說：「我
實在告訴你們，你們在我弟兄中
一個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做的任
何事，就是為我而做。」

• 「我這些弟兄」指的正是「猶
太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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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角節

Play YouTube “Israel Prep 
for Rosh Has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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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主的邀請與祂一起在
吹角節警醒,在吹角節突破的
天門打開時,推倒攔阻我的高
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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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新自己對神愛的關係…(e.g.,認識
神卻變得不冷不熱？)
2.對自己的家庭生活重新檢修、
3.對自己的人際關係加以重整、
4.對自己的金錢產業重新承接、
5.順服權柄尊重次序…
6.對自己的公民責任重新認識、祝福以
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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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過去曾經心裡暗暗排猶岐視,從未關心
過猶太人而認罪悔改

• 也為長兄以色列禱告，我們的猶太長兄
們対神向他們曉豫的吹角節蘇醒過來

耶 31:33-34耶和華說…我要將我的律法放
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
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
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
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
識我 30



•Word of Grace Ministries, Message from 
Clinton Glenny
•IHOP-KC Missions Base, Grafted-In 
Seminar, The Proph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Biblical  Feasts – Katherine  Eibel

•以琳書房禱告日誌(TOD)

•611 靈糧堂-精華文章
http://www.church6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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