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勝生命的起跑點: 守約 

爱祂，必然遵守祂与我们立下的聖约 Kodosh Communion 

  

 

本文为答复一位姐妹渴慕主，询问我要如何方能深深的沉浸在祂荣耀同在里的部分分

享。。。 

 

爱祂，必然遵守祂与我们立下的聖约 

2002 年的一個晚上，生命主【 雅吾贖瓦】向我提議，我可否每天為祂而守聖

餐？當時我並不曉得當我們誠心守聖餐的時刻，天窗會打開，永恆入侵時間，會把時空的

囚牢打破，帶領我們進入到生命主【 雅吾贖瓦】與門徒共守聖餐的時

刻。 。 。與永恆的生命主立約的神聖時刻！我們的靈人會因為回到她熟悉的永恆的氛圍

時刻而雀躍而健壯！ 

這就是為甚麼天父【 雅吾瓦】要求祂的子民遵守我們與祂的聖約： 

1） 創造主與創造物之約：祂約定了在創世周的第 7 日為安息日，祂知道我們需要

每週在這一特定一循環，由里到外靈魂體都需沉浸在天父【 雅吾瓦】的

http://www.yaharise.com/blog/-kodosh-communion
http://www.weebly.com/weebly/main.php


榮耀中，以便得到修復的時刻作為聖日。在【 雅吾瓦】給以色列的１０

句婚約說明書（１０句妥拉ＴＯＲＡＨ）中，第四誡的婚約規定：出 20:8 當

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以西結 20:20 是与祂子民立约的盖章印记：希 4:9   

（注：天父【 雅吾瓦】所指定的每周第七天是做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日

子是不会改变的（并不是指每个星期六），然而，这第七天将会是在公曆的每

一年中不同的一天； 这是由于一年中的公曆增加了第 365 天和/或第 366 天。

第七天安息日只能在 Enoch 364 日的日曆上一年一周中的固定日，因为它必须

有“完整的 52 周安息日”（而不是作为公曆历“52 周加两天”）。很明显的，在

死海出土古卷根据 Enoch 書 364 日一周年的創世日曆中，是没有罗马名字星期

日至星期六的。只需记住，大约 3 月 20 日至 23 日（每年）春分會出現，它的

第 2 天，这将被视为新一周的第 4 天。那天我们以這创造周的第四天作为新一

年的新一天，然后往前推算到第 7 天就是当年度的第一個安息日。在 364 天计

算完成全年后，额外的一两天将被视为是”等待天父【 雅吾瓦】的时刻。

如果我们在洪灾之前或许还有一个 364 天完整的一年，现在我们会在停顿的最

后那个星期的第三天；即在春分前的一天结束 364 天。於是等待春分出現，当

新年再次开始时将继续创造周的第 4 天！） 

2） 希伯來聖日曆中的節期是【ֱאֹלִהים至高全能者】與人的年度約會(稱為高安息日

節慶） ，因為每一個節期都函蓋了創造主對人類租借地球的時限和祂在其中為

我們擺設的救贖與供應；隱藏了有關人類命運的奧秘與啟示！  

3） 聖餐：重申與永恆的救贖主【 雅吾贖瓦】所立的更新婚約的神聖時

刻！ 

 

由於我忠心的遵行祂的指示，每天守聖餐，靈人快速成長，一年後，2003 年秋

季住棚節時，祂呼召我到以色列與祂相會，並打開我的靈眼，與祂相見。2002

年，祂給我的應許是 

約翰 14： 18：“  我不會讓你們成為孤兒，我會回到你們身邊， 19 不久，世人將不會再

看到我，但你們會看到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會活著。 20 在那天，你們會知道父中有

我，我中有你們，你們之中也有我。 21 接受並遵守我的命令（Torah 妥拉-生活守則與

指引）的人，是愛我的人；愛我的人將得到我父親的愛，我也愛他，並把自己向他顯

現。” 

 



在此，我附上一篇我為我女兒多年前留學加拿大時，為了讓她能夠持之有恆的靈修； 

我要求她每天至少必須守聖餐並向天地與靈界宣告這篇為她量身定作的聖餐經文。 

 

 

Kodosh Communion 分別為聖與主【 雅吾贖瓦】同坐席。启 3:20  看哪，我站在

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约    6:53  【 雅吾贖瓦】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

子的血，就沒有生命在你們裡面。  

约    6:54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约    6:55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约    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约    6:57  永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约    6:58  這就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吃這糧的人就永遠活著，不像你們的祖宗吃過嗎哪還是死    

了。」  

约   6:63  叫人活著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约   6:65  【 雅吾贖瓦】又說：「所以我對你們說過，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賜，沒有人能

到我這裡來。」  

约   6:43  【 雅吾贖瓦】回答說：「你們大家不要議論。  

约   6:44  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到我這裡來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復

活。   6:45  在先知書上寫著說：『他們都要蒙【ֱאֹלִהים至高全能者】的教訓。』凡聽見父之

教訓又學習的，就到我這裡來。 

 

 

 

1. Take the bread 手拿擘餅   马可14:22  他們吃的時候，【 雅吾贖

瓦】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 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哥林多

前書 10:16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יח  ？彌賽雅】的血嗎ָמִשִׁ֫

       我們所掰開的餅，豈不是同領【יח 彌賽雅】的身體嗎？ 哥林多前書 11:23  我當日傳給你們ָמִשִׁ֫

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 雅吾贖瓦】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11:24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有古卷：擘開）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11:25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 

      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 

http://cnbible.com/1_corinthians/10-16.htm
http://cnbible.com/1_corinthians/10-16.htm


    (這是救贖主【 雅吾贖瓦】Yahushua Ha Mashiachach【יח 彌賽雅】的身ָמִשִׁ֫

體為我而破碎了) 

 

救贖我全人：身心靈魂的【יח 】【彌賽雅ָמִשִׁ֫ 雅吾贖瓦】，我感謝你 

在木頭:G3586刑具上為我的罪所作出的神聖的替代 

（G3586 竟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使 10:39，使 5：30 ；彼前 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

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我在此宣告： 

因主【 雅吾贖瓦】受了刑罰，我得寬恕 

因主【 雅吾贖瓦】受了鞭傷，我得醫治 

因主【 雅吾贖瓦】為了我的罪，無罪成為有罪，以致我因他的公義而稱義 

因主 【 雅吾贖瓦】代替我的死，使到我可以繼承和領受他的生命 

因主【 雅吾贖瓦】受了咒詛，使到我可以進入他的祝福 

因主【 雅吾贖瓦】擔當了我的貧窮，使到我可以分享他的豐盛與富足 

因主【 雅吾贖瓦】擔當了我的羞恥，使到我可以分享他的榮耀 

因主【 雅吾贖瓦】擔當了我所有的被”拒絕”，使到我可以擁有天父對他完全

的接納 

因主【 雅吾贖瓦】被死亡剪除，使我可以與天父【 雅吾瓦】 永遠連接 

我的老我在祂裡面已被釘死，以致於“新人”可以在我裡面獲得新生；得到重生。 

 
 

2. take the cup 拿起杯來 (這是【 雅吾贖瓦】與我們更新聖約的血) 

可 14:23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  

可 14:24  【雅吾贖瓦】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的。  

可 14:25  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至高全能者的國裡喝新的那日子。」  

 

唯 有 倚靠 【 雅吾贖瓦】 的 寶 血我可以勝過魔鬼仇敵：                                       

當我見證天父【 雅吾瓦】針對【 雅吾贖瓦】的寶血                                   



對我所應許的話成就了時，我就已經勝過魔鬼了！哈利路【 雅吾贖瓦】哈利路

【 雅吾瓦】!! 

 

我宣告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我已經從那惡者的手中被拯救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我所有的罪都已被赦免了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我持續性的成為聖潔，脫離一切罪的捆綁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我成為公義， 就像我從來沒有犯過罪一樣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我成為聖潔，分別為聖歸屬囘天父 

【 雅吾瓦】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我有勇氣（可以坦然無懼的）進入到 天父

【 雅吾瓦】的同在裡面(祂寶座前) 

透過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 雅吾贖瓦】繼續為我向天父

【 雅吾瓦】呼求舆代求！ 

(這一切能成就都是因為 彌賽雅【 雅吾贖瓦】已為我流出了立下更新聖約的寶

血。哈利路【 雅吾贖瓦】) 

 

3. Overcomer's Declaration 得 勝 者的 宣 告 

讓得勝者大聲宣告說： 

我们就是得勝者，我们的身體是聖靈【ֶדש 雅吾瓦分別為聖的靈如阿。哈。古迭רּוחַַ ַהקֹּ

士】的寶殿，靠著主【 雅吾贖瓦】的寶血得救，得潔淨和成聖。 

我们的肢體是公義的器皿，委身於天父【 雅吾瓦】被【ֱאֹלִהים至高全能者】使用 

我们全心全意的投入尊贵主【 雅吾贖瓦】 天國的事工，一切榮耀歸給天父 

【 雅吾瓦】       



 

我們宣告：  

那惡者在我裡面沒有地位，沒有能力，無可指控。 

我們宣告： 

我們所有一切的過犯， 指控已被 彌賽雅【 雅吾贖瓦】的寶血擺平，我們靠著羔

羊的寶血，靠著我們所見證的，以及我們不貪愛生命來勝過仇敵撒旦。我們的身體從今以

後為主【 雅吾贖瓦】而活，主【 雅吾贖瓦】也必紀念，看顧和保守我

們的身體：完全健康！我們的身心靈完善與主完美的旨意成為一體。 這樣子禱告是奉靠

主【יח 】【彌賽雅ָמִשִׁ֫ 雅吾贖瓦】的聖名宣告的。 诚心所愿。阿憫 

 

 

在此，我還要與讀者分享以下視頻有關約櫃重現於世的極大發現！救贖主【 雅

吾贖瓦】與我們立約的血早已灑在聖約櫃上，祂確實是深深的愛著我們，為我們被釘在木

頭上，並且已完成了救贖大功。數年前，主【 雅吾贖瓦】向我說，當約櫃被發

現之事公諸於世時，即是祂快要再來的日子。今天，約櫃之謎已在網絡上大大的傳開來

了，我親愛的主【 雅吾贖瓦】，我們歡迎袮快快囘來。阿憫。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found - now revealed the blood of Christ on the mercy seat - 

Documentary -    http://www.yaharise.com/blog/category/articles  

定稿于 03282012 千玉《与信心對话》事工網站 http://www.yaharise.com 及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  

備注：此宣告禱告聖餐經文並非要成為任何一份宗教儀式的部份，只是為了幫助初信徒

學習屬靈爭戰的輔助範文；我們每一位信徒最重要的是要學會聆聼天父【 雅吾瓦】

的聲音，緊緊追隨【יח 】【彌賽雅ָמִשִׁ֫ 雅吾贖瓦】的領導，在【ֶדש 雅吾רּוחַַ ַהקֹּ

瓦分別為聖的靈如阿。哈。古迭士】的澆灌與陶造中長成【יח ，彌賽雅】完全的身量ָמִשִׁ֫

天天信靠【 雅吾瓦】分別為聖的靈，在地如同在天為榮燿主大大的使用。阿憫。 

以  53:1  我們所傳的（或作：所傳與我們的）有誰信呢？【 雅吾瓦】的膀臂向誰顯露呢？  

Isa 53:2  他在【 雅吾瓦】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他的

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  

http://www.yaharise.com/blog/category/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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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3: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

們也不尊重他。  

Isa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אֹלִהים至高全能

者】擊打苦待了。  

Isa 53: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

鞭傷，我們得醫治。  

Isa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雅吾瓦】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Isa 53: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

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Isa 53: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至於他同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

因我百姓的罪過呢？  

Isa 53:9  他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  

Isa 53:10  【 雅吾瓦】      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 雅吾

瓦】以他為贖罪祭（或作：他獻本身為贖罪祭）。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

雅吾瓦】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Isa 53: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並且他要

擔當他們的罪孽。  

Isa 53:12  所以，我要使他與位大的同分，與強盛的均分擄物。因為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

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יהוה השם ברוך  Baruch Ha Shem YâHuWaH!  称颂圣名【雅吾瓦 】 

Ahmein 阿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