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生命河靈糧主日裝備課程 【從利未記到希伯來書】          劉師母 

                           第六講：行神之路(成聖分別): 節期 

                                       逾越節, 五旬節, 住棚節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這些原是後事 

       的影兒， 那形體卻是基督。” 西 2:16-17 

 

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守節〈申16:16；出 23:14-16；34:23〉 

※ 要上耶路撒冷〈神所選擇立為他名的居所〉申16:6；11;16) 

 

一. 逾越節、除酵節、初熟節(利 23:4-14, 出 12:1-28, 43-50, 13:1-16; 23:14-

17;出 34:18-19, 民 9:1-14 ) 

1. 日期: 正月十四日(尼散月) 正月是亞筆月又是尼散月(斯 3:7) 

         但正月十日要開始預備, 按著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隻要無殘疾的  

         在正月十四日的黃昏把羔羊宰了, 將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 羊羔要用火烤,  

         與無酵餅, 苦菜同喫羊羔的骨頭一根不可折斷 

 

     2. 逾越節的羔羊:預表耶穌基督 (林前 5:7,彼前 1:17-19,來 11:27-28,約 1:29)  

a. 主耶穌在棕樹主日騎驢進耶路撒冷 (約 12:1,12-16)  

b. 主耶穌於逾越節被釘在十字架(約 19:14,31-37) 

c. 除酵節又名逾越節要吃無酵餅七日(可 14:1,12; 路 22:1,7; 林前 5:7) 

d. 主耶穌除去世人的罪孽(約 1:29)  

 

3. 獻上初熟的莊稼(利 23:9-14) 

a. 以色列是長子,是頭生的(出 13:1-16) 

b. 基督徒是初熟的果子〈雅 1:18;羅 8:23〉 

c. 基督復活, 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   

 

二. 五旬節（七七節）（收割節）－利 23:1-25; 民 28:26-31;申 16:9-12 

1. 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起算，七個安息日(五十天) 

2. 開鐮收割禾稼算起共計七七日(收割出熟大麥) 

3. 新素祭－細麵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兩個餅 

4. 燔祭、平安祭與素祭、奠祭、贖罪祭一起獻上 

a. 搖祭歸給祭司 

b. 收割莊稼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顧念孤兒寡婦 

＊ 徒 2章 聖靈降靈, 教會的開始 

 

三. 吹角日(利 23:23-25；民 10:10) 

1. 七月一日(聖安息) 

 2. 吹號召聚百姓 

 



四. 贖罪日（利23:26-32) 參考講義第五講 

五. 住棚節〈收藏節〉─利 23:1-25; 民 29:12-39; 申 16: 13-17                        

1. 七月十五日，守這節七日，七月是提斯利月 

2. 將火祭、燔祭、素祭、祭物並奠祭各歸各日 

3. 拿美好樹上的果子，棕樹上的枝子，茂密樹的枝條、河旁的柳枝歡樂七日 

 4. 記念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住在棚裡 

＊ 約(7:2；37-39) 腹中流出活水江河 

      ＊ 亞 14:16 當那日萬國萬族都要上來守住棚節 

 

六. 節期月朔的兆頭 

1. 白日黑夜（創1:5, 14⋯, 耶 33:20-26, 31:31-36) 

2. 日頭,月亮（ 書 10:12-13, 賽 38:4-8) 

       3. 末世徵兆（ 徒 2:19-21, 珥:30-3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SveE9uF4z8 

 

    歷史的例證三次「連環四血月」現象與以色列和猶太人的重大事件相吻合 
 

� 1492 西班牙趕出猶太人. 哥倫布發現美國新大陸 

� 1948 以色列復國 

� 1967 以色列六日戰爭收回耶路撒冷 

 

 
 

 

 

 

 

 

 



 

 

猶太曆法與中國曆法一樣都是陰曆，即每月開始時是新月。通常一年有十二個

月、約有 354 日。 但因為陰曆的十二個月比陽曆的一年 (太陽繞地球一周為一

年) 少十一日，所以每隔三年左右便要加一個閏月，調正節令。 宗教曆正月是尼

散月 (約於西曆 3月至 4月期間)，但猶太人的民事曆新年是在提斯利月 (即宗教

曆七月、約於西曆9月至 10月期間)。 

 

聖經裡有『秋雨』和『春雨』兩種(參申十一 14；耶五 24；珥二 23)，前者又稱

早雨，是在撒種以前下的雨，時間約為秋冬之際；後者又稱晚雨，是在長苗之後 

下的雨，時間約春季。 

 

 

 

 
 

 

 

 

 

 

 

 



七. 安息年(利 25:1-7，申 15:1-18) 

1. 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的地（迦南地） 

2. 第七年地要守安息 

a. 地土安息 

b. 農工安息 

c. 負債者的安息－豁免（申15:1-18） 

 

八. 禧年 (利 25:8-55) 

1. 七個安息年（七七年） 

2. 七月十日（贖罪日）大發角聲 

3. 禧年七個宣告 

a. 宣告自由（10節） 

b. 各歸自己的產業及地業（10，13節;27:16-25;申 36:4） 

    b-1 贖地(23-28) 

    b-2 贖宅(29-34) 

c. 各歸本家（10節）  

    c-1 窮乏自賣者(39-55) 

d. 吃地中自出的土產 (12 節) 

e. 彼此不可虧負（14 ~ 17 節） 

   e-1 勿取貧者(35-38) 

f.敬畏神 (17 節) 

g.安然居住（18節） 

 

九. 禧年的應驗與應許 

實質上：以色列 

屬靈上: 預言主的來到(賽 61:1-3，63:4，結 46:17)) 

                主的宣告(路 4:18-21) 

          新天新地(啟 21-22 章) 

 

 

 

 



禧年祝福的禱告 

（利 25：8–18）         

     

這些年來，生命河為以色列祝福，也蒙受神應許的祝福。神正在帶領教會擴張境

界，邁向五千人榮耀教會。就讓我們再次宣告，以色列禧年的祝福，要成為我們屬

靈與實質的祝福，就讓我們宣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就在這時刻。 

  

宣告自由：10節 

1. 祝福生命河基金會開展的社區服務，宣告矽谷的百姓要從黑暗、金錢、忙碌的

轄制中得著自由。 

2. 求神恩膏生命河教會，是被擄者得釋放、瞎眼得看見、壓制者得自由的地方。 

3. 宣告個人屬靈的生命與生活要脫離眼目情慾、肉體情慾、今生驕傲的轄制，而

得著身、心、靈的自由。 

4. 願以色列百姓由轄制中得自由。 

 

各歸自己的產業及地業：10，13節 

1. 宣告矽谷不只是在高科技上有它的地位，更要在屬靈的位份上，成為擴展神國

的重心。 

2. 宣告生命河〝流向萬國萬民的異象〞，在這土地上落實，宣教/植堂的疆界再被

擴展。 

3. 宣告每位會友都領受這異象，找到自己在神國中的定位，在工作、事業、家庭

的崗位上，與神同工，擴展地界。 

4 .宣告以色列的地業是神所量的地界，永不可以分割。 

 

各歸本家； 10節 

1. 宣告矽谷的百姓，這一個、那一個，都要生在神的城中。 

2. 得救的人數要加給眾教會，福音的火要延燒。 

3. 迫切呼求未信的家人，遠離神的家人，要歸回神的家中〝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瑪拉基書 4：6) 

4. 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子民要回歸自己的地土。  

 

吃地中自出的土產 12節 

1. 祝福矽谷/美國的經濟要復甦起來。 

2. 宣告教會建堂貸款可以償還120萬，且能在宣教事工上持續憑信心支持。 

3. 每位弟兄姊妹都願意憑信心撒種(建堂、宣教、慈惠、經常費)，經歷 

林後 9：10的祝福。 

4. 以色列要經歷豐富。 

  

 



 

彼此不可虧負 14 ~ 17 節 

1. 宣告矽谷、美國在經濟的交易上，不可彼此虧負。 

2. 教會與教會間不可彼此虧負，求神在灣區使眾教會竭力保守聖靈所賜 

合而為一的心。 

3. 個人的人際關係上不可彼此虧負，願意饒恕與祝福。 

4. 以色列與阿拉伯人彼此接納，不可彼此虧負，除去世代的仇恨。 

 

敬畏神 17節 

1. 綑綁矽谷上空不認識神，抵擋神的屬靈空氣。祝福矽谷的公司行號、學校、 

     政府機構，有敬畏神的心。 

2. 祝福教會中的每位弟兄姊妹，敬畏神、渴慕神、順從神，凡事上尊神為大。 

3. 宣告要奪回自己的心思意念敬畏神，遠離惡事，親近神，抵擋魔鬼。 

4.  以色列的子民要認識敬畏彌賽亞。 

 

安然居住 18節 

1. 呼求神綑綁黑命貴(BLM)」和(Antifa)」等左傾激進組織對美國的威脅，願 

    美國重回信仰的根基，而能安然居住。 

2. 為教會附近的鄰舍禱告，求神的祝福及平安臨到他們全家及生活，使教會與 

鄰舍一起安然居住。 

3. 為家中四境的平安禱告，日日在門前仰望主的話語，求神按祂話語的信實， 

使我們安然居住。 

4. 以色列的子民要恢復對神話語的明白，不在字句，乃在精意，而能安然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