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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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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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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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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神要住在我們中間

2. 歡樂

新循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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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循環的開始:
• 種子

• 培育



• Play YouTube The F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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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澆澆澆澆灌灌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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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末世萬民收割末世萬民收割末世萬民收割末世萬民收割



• 大祭司西羅亞池

取水澆灑-求降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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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澆灑-求降秋

及春雨

• 每天重複



約7:37-39節期的末日,就
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
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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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
我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從
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來』耶穌這話是指著信他
之人要受聖靈說的



約珥書二:28我要將我
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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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
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4. 4. 4. 4. 澆澆澆澆灌灌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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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末世萬民收割末世萬民收割末世萬民收割末世萬民收割



预表羔羊婚宴:

• 聖殿婦女院繞金燈臺
跳舞歡唱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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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歡唱七天

• 猶太婚宴跳舞歡唱七
天後,新郎新妇完成
大婚



预表羔羊婚宴:

歡樂=末世萬國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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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馬太馬太馬太24:1414 24:1414 24:1414 24:1414 這天國的這天國的這天國的這天國的福福福福

音要音要音要音要傳遍天傳遍天傳遍天傳遍天下下下下,,,,對對對對萬民作萬民作萬民作萬民作

見見見見證證證證,,,,然然然然後後後後末期纔來末期纔來末期纔來末期纔來到到到到



撒迦14:16-19列國中剩下的

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

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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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

地上萬族凡不上耶路撒冷敬

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

無雨降在他們地上



• 住棚節耶路撒冷ICEJ聚會,列
國預演帶領他們的百姓回耶
路撒冷過住棚節

耶利米3:17那時人必稱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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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3:17那時人必稱耶路撒
冷為耶和華的寶座,萬國必到耶
路撒冷,在耶和華立名的地方聚
集.他們必不再隨從自己頑梗的
惡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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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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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1:12 若他們的過失

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

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

何況他們的豐滿呢



• 錫安運錫安運錫安運錫安運動成氣動成氣動成氣動成氣候候候候(1905(1905(1905(1905----
1906)1906)1906)1906)

• 阿蘇薩街復興阿蘇薩街復興阿蘇薩街復興阿蘇薩街復興(1906(1906(1906(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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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蘇薩街復興阿蘇薩街復興阿蘇薩街復興阿蘇薩街復興(1906(1906(1906(1906----
1915)1915)1915)1915)

• 復興先於戰爭來到復興先於戰爭來到復興先於戰爭來到復興先於戰爭來到
((((1914191419141914----1918191819181918爆發爆發爆發爆發WW1)WW1)WW1)WW1)



• 1948194819481948----1967196719671967以色列超自然恢復以色列超自然恢復以色列超自然恢復以色列超自然恢復

• 1948194819481948----1965196519651965 Faith Healing Faith Healing Faith Healing Faith Healing 

Movement (William BranhamMovement (William BranhamMovement (William BranhamMovement (William Branham

醫治神蹟運動醫治神蹟運動醫治神蹟運動醫治神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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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神蹟運動醫治神蹟運動醫治神蹟運動醫治神蹟運動))))

• 1967196719671967六日戰爭取回耶路撒冷六日戰爭取回耶路撒冷六日戰爭取回耶路撒冷六日戰爭取回耶路撒冷

• 1967196719671967----1970197019701970耶穌運動耶穌運動耶穌運動耶穌運動 + + + + 彌賽彌賽彌賽彌賽

亞基督徒運動亞基督徒運動亞基督徒運動亞基督徒運動



耶利米25:11这全地必然

荒凉

阿摩司書4:7-8我使雨停

止,不降在你們那裡…你

們仍不歸向我



•猶太人被擄後至1917

年,一千八百年耶路撒

冷没雨

•回归浪潮四万犹太人

返回,春,秋雨降下



聖靈加倍澆灌秋及春雨

好祝福冬天的食物(指末
世) + 好預備末後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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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好預備末後收割



教育部長Gideon Saar:《Israel 

Today》‘現在重要的是必須教
導熱愛聖經.以色列開始認識
到自身商業文化淺薄,需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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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身商業文化淺薄,需要深
入瞭解聖經遺產.我們已收到
廣泛公眾支持,這是以色列公
眾非常強烈的願望’



• 极端猶太教過去發揮与人

口比例不相稱极大影響力

• 這一事實在2013逾越節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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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事實在2013逾越節結

束: 3個主要黨派成立聯盟

政府.首次沒有極端正統黨

派加入執政聯盟



末世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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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10年神觸及小部分
• 如今祂要更深入廣泛觸
及,祂為自己在阿拉伯及,祂為自己在阿拉伯
人中結的果子將是令人
難以置信的

• 我們為此禱告



�‘Open Doors’ :伊朗教
會爆炸性增長

�四十年前改信者只有兩

百人,現有三十七萬人

決志信主(國度復興報2012Dec)



暴動擴大,
埃及進入
緊急狀態

29



1 我必激動埃及人攻擊埃及人…

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22他

必應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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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應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23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

道…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

耶和華…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

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 埃及軍隊推翻穆斯林弟兄

會政府 (這政府著手建立

伊斯蘭教法國家)

• 穆斯林弟兄會大規模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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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斯林弟兄會大規模示威,

安全部隊用催淚瓦斯驅散

群眾而兩個抗議武裝分子

開槍打死兩名軍人



• 安全部隊十四日開進穆
希支持者兩大營地, 強
力驅離抗議群眾,有525
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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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喪生
• 示威遭警方驅趕後焚燒
教堂(18),警察局,醫院
和政府大樓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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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第一次來成就四個春季
節期逾越節,無酵節,初熟節
和五旬節

• 指向耶穌受難指向耶穌受難指向耶穌受難指向耶穌受難((((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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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向耶穌受難指向耶穌受難指向耶穌受難指向耶穌受難((((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耶穌耶穌耶穌耶穌
的除罪的除罪的除罪的除罪((((除酵節除酵節除酵節除酵節))))與耶穌的復與耶穌的復與耶穌的復與耶穌的復
活活活活((((耶穌復活當日正是初熟耶穌復活當日正是初熟耶穌復活當日正是初熟耶穌復活當日正是初熟
節節節節)))),,,,祂是在實際的歷史日子祂是在實際的歷史日子祂是在實際的歷史日子祂是在實際的歷史日子
在節期的真實日子成就它們在節期的真實日子成就它們在節期的真實日子成就它們在節期的真實日子成就它們



• 耶穌說我們不知道那日或
那時候,但我們可知道季節

• 耶穌在節期真實日子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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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節期真實日子成就
了四個春季節期,那麼認為
按着约与应许,祂將會於相
对日子成就其餘三個秋季
節期是個合理假設



太24:32-39你們可以從無花
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
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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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
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
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
正在門口了…這世代還沒有
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 樹枝發嫩長葉樹枝發嫩長葉樹枝發嫩長葉樹枝發嫩長葉::::1948以色列誕

生,1967收復耶路撒冷

•一世代世代世代世代((((詩90:10):我們一生的

年日是年日是年日是年日是七十歲七十歲七十歲七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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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代沒有過去這世代沒有過去這世代沒有過去這世代沒有過去,,,,這些事成就這些事成就這些事成就這些事成就::::

1967年+70~80年=2037~2047年,

成就其餘三個秋季節期的日子

很可能並不逺



•神啊！我渴望在你末世的

大收割有份，給我機會，

向我顯明我可以在什麼地向我顯明我可以在什麼地

方(向誰)收割？

•把握機會去接納且教導帶

進羊圈裡來的朋友作門徒



猶太長兄們在神向他們
曉喻的節期回轉歸向袮！
修剪清掃以色列的心:修剪清掃以色列的心:

約4:35舉目向田觀看,莊

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



阿拉伯人回轉歸向袮！

耶穌寶血洗淨伊斯蘭

世界！世界！

路加12:4949.我來要把火丟

在地上,倘若已經著起來,不

也是我所願意的嗎?



•Word of Grace Ministries, Message 
from Clinton Glenny
•IHOP-KC Missions Base, Grafted-In 
Seminar, The Prophetic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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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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