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4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12:30-1:45pm玛哈念玛哈念玛哈念玛哈念



講座内容講座内容講座内容講座内容：：：：猶太新年猶太新年猶太新年猶太新年

7/28: 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Rosh HaShana)

8/4: 赎罪日赎罪日赎罪日赎罪日(Yom Kippur)

8/11 & 8/18: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Sukkot; 
Feast of Tabernacles)



�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Rosh Hashanah)(Rosh Hashanah)(Rosh Hashanah)(Rosh Hashanah) —
悔改悔改悔改悔改+宣告君王的來臨宣告君王的來臨宣告君王的來臨宣告君王的來臨

�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Yom Kippur;Yom Kippur;Yom Kippur;Yom Kippur;「可畏「可畏「可畏「可畏

之日」之日」之日」之日」The Days of AweThe Days of AweThe Days of AweThe Days of Awe））））----

回轉歸向神回轉歸向神回轉歸向神回轉歸向神

�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Tabernacles; Sukkot; (Tabernacles; Sukkot; (Tabernacles; Sukkot; (Tabernacles; Sukkot; 

「最大的日子」「最大的日子」「最大的日子」「最大的日子」)))) ———— 歡樂歡樂歡樂歡樂++++澆澆澆澆

灌灌灌灌++++大收割大收割大收割大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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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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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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斯利月第十日,Day of 
Atonement (Yom Kippur,回
轉歸向神的日子):
• 利未記廿三：26-32 『七月
初十是贖罪日；你們要守為
聖會，並要刻苦己心，也要
將火祭獻給耶和華。…要在
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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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角節後十天:可畏之日
• 承認過犯求赦免,回轉
歸向神

• 獻祭
• 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悔改完全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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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罪日前一周，大祭司
離家搬入聖殿旁屋

• 贖罪日前夕大祭司整晚
不眠，研讀律法書和預
備自己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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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祭司沐浴穿聖服

• 在洗濯盆洗手腳開
始早祭(獻燔祭)

• 贖罪日也為安息日,
早祭後獻羊羔燔祭

出出出出28:4 & 3628:4 & 3628:4 & 3628:4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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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祭司贖罪日禮儀
前洗手洗腳、脫去
聖服、沐浴、穿上
白色聖服、然後再
洗手洗腳

• 祈求神赦免他和全
會眾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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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入至聖所（利16:12-14）

• 香末及火炭進至聖所.用火
燒香,煙雲籠罩聖櫃

• 至聖所出來拿公牛血帶進
內室,血灑約櫃蓋朝東七次

• 為祭司團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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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以色列的罪:公山羊(利未16)

>一隻犧牲(unto YHVH 歸
於耶和華)

>第二隻代罪羔羊帶到郊外
(unto Azazel 罪惡從猶太
人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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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於耶和華”的山羊血
帶進至聖所,為以色列十
二部族贖罪
利16:15 宰那為百姓作贖罪祭
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帶入幔子內,
彈在施恩座的上面…16他因以
色列人…一切的罪愆,當這樣在
聖所行贖罪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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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線綁代罪羊角,剪下一段綁
在聖殿東門:

�大祭司兩手按代大祭司兩手按代大祭司兩手按代大祭司兩手按代罪羊罪羊罪羊罪羊頭頭頭頭,
為以色列人認罪代求為以色列人認罪代求為以色列人認罪代求為以色列人認罪代求

利16:20-22活著的公山羊奉上,
兩手按在羊頭上承認以色列人諸
般的罪孽…要把這羊放在曠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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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YouTube Yom Kippur 
Reenactment



15

猶太傳說猶太傳說猶太傳說猶太傳說(賽賽賽賽1:18):
代罪羊死去代罪羊死去代罪羊死去代罪羊死去,綁在聖殿門的綁在聖殿門的綁在聖殿門的綁在聖殿門的
紅線變白紅線變白紅線變白紅線變白

第二聖殿被毀前四十年第二聖殿被毀前四十年第二聖殿被毀前四十年第二聖殿被毀前四十年,紅紅紅紅
線沒再變白線沒再變白線沒再變白線沒再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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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勝擴張:出34:24我要從
你面前趕出外邦人,擴張
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
去朝見耶和華你神的時候,
必沒有人貪慕你的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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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6赎罪日,埃及和叙利
亚突袭以色列:

• 赎罪日:以色列禁食,交通停止.
士兵過節

• 十月六日1:50pm埃軍突破蘇彝
士運河巴列夫防線,2:07pm開
羅電台宣佈「來吧！我們將他
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



19

敘利亞攻抵
耶路撒冷東
北班諾雅可
夫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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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發生轉機：敘軍坦克抵橋五英
哩突然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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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奈戰線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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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日戰爭結束,以
色列奪回戈蘭高地,
領土比1967年前更大
得勝擴張的祝福:出34:24我要
從你面前趕出外邦人,擴張你
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見
耶和華你神的時候,必沒有人
貪慕你的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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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二次领法版是在贖
罪日:  
可畏之日预表以色列第二
次机会接受耶穌為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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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11:25以色列人有幾
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
數目添滿了26於是以色列全
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
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
的一切罪惡』29因為神的恩
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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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从赎罪日开始:

利25:9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
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 10第
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
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
為你們的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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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Jubilee):

• 重新享有五十年前抵押
的產業

• 奴僕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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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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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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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穌,謝謝你寶血洗淨我的罪
孽.神啊,修剪清掃我的心,使
我回轉歸向袮

• 阿爸父,袮如何把仇敵趕出以
色列,求袮也把挟制我的仇敵
趕走,擴張我的境界.為我在
禧年奪回失去的自由與產業！



• 神啊,我要進入以色列的祝
福,幫助我重新分別我時間
優先順序,為我開路,使我能
為以色列禱告祝福以色列

• 我們代表教會,超自然地接
受袮賜予我們的為以色列禱
告的恩膏 - 慕主先鋒教會
祝福(Barakh)以色列！



猶太長兄們在可畏之日回轉歸
向袮！修剪清掃以色列的心:
賽4:4主以公義的靈和焚燒的靈,將錫安
女子的污穢洗去,將耶路撒冷中殺人的血
除淨
亞12:10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
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
我,就是他們所紮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
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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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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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