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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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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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表耶穌再來,以色列國和
列國的轉變和救贖

• 每年三大節上示羅守節(聖
殿完成後上耶路撒冷守節):

• 住棚節是三大節日中第三個（其他
兩個是逾越節和七七節）

利未記 23:33-43; 民數記 29:12-40; 申命記 1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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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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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5/5/5/5    

((((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    

第第第第 10 10 10 10 天天天天    
9/149/149/149/14    

((((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    

五天後五天後五天後五天後    9/199/199/199/19（（（（住棚節開始住棚節開始住棚節開始住棚節開始））））    

七天節期七天節期七天節期七天節期    9/25 (9/25 (9/25 (9/25 (住棚節結束住棚節結束住棚節結束住棚節結束))))                

大和撒那日大和撒那日大和撒那日大和撒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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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罪日結束,預備五天後
住棚節

• 提斯利月15-21日,七天
• 第一天如安息日不能工作.
接著歡慶(Chol Hamoed)

利23:35第一日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
工都不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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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以色列:一周住棚裏記
念曠野漂流四十年

• 现代以色列:在家建造一
個棚,提醒在曠野漂流時
倚靠神,神供應一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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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kot: booth,tabernacle

• 3牆建築物-枝葉搭成小屋,
覆蓋schach(多葉的樹或棕
櫚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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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要住在我們中間

2. 歡樂

3. 新循環的開始:

• 種子

•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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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住在我們中間:

• 出25:8-9 會幕:使祂能
住在以色列人中間

• 救恩臨到以色列人,遮
蓋以色列人的罪,讓以
色列人可以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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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追殺時,神用帳幕覆
庛我們
•詩91: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
全能者的蔭下…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
棚
•啟21:1-7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
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
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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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在住棚節獻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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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祭司從聖所出來的
時候,有雲充滿耶和華的殿,甚
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職,因為耶和
華的榮光充滿了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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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要住在我們中間

2. 歡樂

3. 新循環的開始:

• 種子

•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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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指定要歡樂的節日

申命记16:13-16 你當向耶和
華你的神守節七日,因為耶和
華你神在你一切的土產上,和
你手裡所辦的事上要賜福與你,
你就非常的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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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歡笑的祝福
• 利23:42凡以色列家的人都
要住在棚裡 =全家歡樂七日

• 申16:14守節的時候,你和你
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城裡的
利未人(=教會的同工),以及
寄居的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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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廿三40:第一日要拿美
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
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
並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
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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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廿三40: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
(香櫞樹)的果子(依特果etrog)和
棕樹上的枝子(palm trees)與茂
密樹的枝條(盧拉夫束-後來成為
以色列的象徵),並河旁的柳枝
(willows of the brook)在耶和
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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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整整個人全心向神敬個人全心向神敬個人全心向神敬個人全心向神敬拜拜拜拜::::

• 大聲讚美會堂繞行

• 誦唱上行之詩哈利
爾(Hallel)

• 盧拉夫束和依特果
揮舞拍打歡慶

詩卅五詩卅五詩卅五詩卅五:10:10:10:10我的骨頭都要說我的骨頭都要說我的骨頭都要說我的骨頭都要說：：：：
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耶和華阿，，，，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誰能像你誰能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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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大和撒那日(偉大
讚美日Hosanna Rabbah)

• 大聲讚美上帝

• 擊打柳樹枝:神最後的
判決要從天上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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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YouTube 
Sukko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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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要住在我們中間

2. 歡樂

3. 新循環的開始:

• 種子

•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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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奉獻的祝福

• 利利利利23:3723:3723:3723:37----38 38 38 38 要將要將要將要將火祭燔火祭燔火祭燔火祭燔
祭素祭祭物並奠祭祭素祭祭物並奠祭祭素祭祭物並奠祭祭素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歸各歸各歸
各日獻給耶和華各日獻給耶和華各日獻給耶和華各日獻給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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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奉獻的祝福

• 申申申申命命命命記記記記16:1616:1616:1616:16要要要要在除酵在除酵在除酵在除酵節節節節,,,,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節節節節,,,,住住住住棚棚棚棚節節節節,,,,一一一一年三年三年三年三次在次在次在次在耶耶耶耶
和華和華和華和華你神你神你神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所選擇的地方朝見所選擇的地方朝見所選擇的地方朝見
他他他他,,,,卻卻卻卻不可空手朝不可空手朝不可空手朝不可空手朝見見見見17 17 17 17 各人各人各人各人
要要要要按自己的力按自己的力按自己的力按自己的力量量量量,,,,照照照照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
你神你神你神你神所賜的福所賜的福所賜的福所賜的福分奉分奉分奉分奉獻獻獻獻禮禮禮禮物物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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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什麼祭呢？ 利23:3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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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外,額外的
• 住棚節來神面前奉獻(平時
十一奉獻加上額外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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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割的節令-歡慶豐收

• 以色列祈求秋雨春雨降
臨的月份,向神獻上感
恩祈求新年的豐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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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平平庸庸庸庸////單單單單顧自己的顧自己的顧自己的顧自己的律律律律
vvvvs.s.s.s.

標標標標竿竿竿竿////豐豐豐豐盛的盛的盛的盛的律律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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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亨通的祝福:申16:15在耶和
華所選擇的地方,你當向耶和華你
的神守節七日,因為耶和華你神在
你一切的土產上和你手裡所辦的
事上要賜福與你,你就非常地歡樂
• 土產蒙神賜福=業績好產量多

• 你手裡所辦的事=你手做的事神就賜福
凡事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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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9日~8月7日

•全球回教徒(1.6 billions)集
體每天禁食從日出到日落

•禱告誦讀古蘭經,Ramadan代表
人用善行燒掉罪如同炎日炙烤
大地

•用禁食表示對阿拉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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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這月天上的門是敞開的,會
從上帝得到雙倍獎賞,並為罪尋
求赦免

•齋戒月最後十天是很蒙福的日
子,特別是第27晚為能力之夜(穆
罕默德領受古蘭經那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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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YouTube “Avengers II” Clip

https://dl.dropboxusercontent.com/u/6
189227/Marvel's%20The%20Avengers%2
0Trailer%202%20(OFFICIAL)b.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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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聲明:凱達組織策畫
恐怖攻擊,集中人力物力,從
現在起(8/2)到八月底發動

• 駐阿布達比,巴格達與開羅
大使館由於安全疑慮,四日
將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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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卅一日晚上始,起於居
爾特(Celts)死節(Samhain)
收割結尾及冬天開始

•巫師們而言是死亡的節期,
黑暗勢力釋放,邪靈在世上
遊蕩,最易通靈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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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教徒認為萬鬼節直接頌
讚魔鬼

•連六個星期血祭

•惡者卻包裝成一個狂歡節,
哄抬成聖誕節與感恩節外第
三大節期



神啊! 我渴望在住棚節以奉獻來祝福你！
求你向我顯明你的心意,我可以獻上甚麼：

• 多少錢？數目？

• 多少時間獻給神或神的家？在甚麼事

上？

• 將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或事獻給神？將

決定權交給神？

• 將我的計劃,夢想,或期待獻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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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教徒代禱:

• 禱告回教徒能了解耶穌不只是一
位先知,他們能認識耶和華是全地
的主.

• 耶穌的寶血要遮蔽回教齋戒月所
帶來的暴力權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