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父【 雅吾瓦】與人類約會 的 7 個"節日” 

--拯救和贖回祂子民的計劃綱要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yhwh-annual-7-feast-days 

 

 

天父【 雅吾瓦】與人類約會的 7 個"節日”— 

【 雅吾瓦】拯救和贖回祂子民的計劃綱要： 

   何 2:16【 雅吾瓦】說：「那日，你必稱呼我伊施（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稱呼

我巴力（就是我主的意思）；2:17  因為我必從我民的口中除掉諸巴力的名號，這名號不

再提起。 2:18  當那日，我必為我的民，與田野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並地上的昆蟲立

約；又必在國中折斷弓刀，止息爭戰，使他們安然躺臥。 2:19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2:20  也以誠實聘你歸我，你就必認識我【

雅吾瓦】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yhwh-annual-7-feast-days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yhwh-annual-7-feast-days


前言： 

利未記 23：2，4，37，44 ，"节日”在希伯來文是

"MO-AW-DAW”，這意味着"修復協議或預約見面，一起聚集在

設定的時間（或一系列/週期性的預約時間或節日），以及設定的

約會地點；這也可以意味為協定的相約的信號，跡象 Sign"。 （＃

4150James Strong's Exhaustive Concordance of the 

Bible/Hebrew Dictionary 希伯來語 "聖經” 詞典），這與創世

記 Gen1:14 的"季節”同一個詞，描述了太陽和星球運行的目的是

為了創造豐收的季節。 【 雅吾瓦】為太陽，星星和各個行

星設計了無与倫比完美的的運行軌道，若有任何差錯，我們這個星

球就不可能存在了。同樣，【 雅吾瓦】使用這個相同的詞匯

來形容祂與人類約會而協定分別為聖的 7 個節日。這七個節日，

是祂對祂的人民以色列進行拯救和贖回計劃的綱要。利未記 23 章

為此 7 個節日約會作出了有關這些任命的概述。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 "兄弟們，關於時間和日期（時節），我

不需要寫信告訴你們”，因為在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了解，保羅是指

【 雅吾瓦】所任命指定的關乎救恩計劃 7 個節日。新的信徒

則需要到猶太會堂裡去學習【 雅吾瓦】的 Torah（妥拉）（生

活指引，一般人稱為舊約 5 經），並參加【 雅吾瓦】分別

為聖的標誌：7 個重大的節日。"時節/季節”，在希臘的字汇是

"KAIROS”，＃2540 中 Strong's Greek dictionary 希臘語字典

的意思是："一個特定的，指定的時間循環之際，一個固定约會的



時間 ”。就像天父如何維持各個行星，太陽，月亮和星星井井有

條不差幾分之一秒的運行，同樣的祂也以如此分秒不差的安排來履

行自己對人類所設置的約會節期。利未記 23 章概述了這 7 個祂與

歸屬自己的兒女所立盟必需遵守的節日，並要求他們年復年的年循

環性的排演一遍祂的救贖計劃，從開始到結束的整個計劃。 

 

單詞"聖會”在利未記 23:2-4。（KJV）是＃4744，

"MIK-Raw”，在希伯來語字典裡，這意味着 The Call Out One 

Assembly：“召唤/宣告出來的一個公開的聚會，排練/採排/排

演。”救主【 雅吾贖瓦】和天父【 雅吾瓦】很快的

將在地上，親自與祂的子民共同慶祝這七個由【 雅吾瓦】所

任命的聖會節日。即使是在第 7 個千禧安息年裡甚至直到永永遠

遠，這 7 個聖會或採排性的節日慶祝將會執行到永遠。 

 

約 4000 年，天父【 雅吾瓦】所不斷的要求祂的子民慶

祝和排練祂救贖人類的所有計劃和永恆的祝福。 “聖”字，原意

是“Set-Apart 分別為聖”。這七個節日的設置是為了把屬於祂的

子民從人群中分別出來。就像每週的安息日，這些節日是“更高的

安息日” "High Sabbaths”。這些節期是向屬於祂【 雅吾

瓦】、【 雅吾贖瓦】的子民召告以色列的至高全能者救贖的

行跡。祂甚至設置了分別為聖的飲食指引 set-apart dietary 

instruction，使我們的身體可以發揮造物主在我們身上的完美設



計，達到心靈、情感、精神和身體上絕對的和最大的好處。祂實在

是這樣的一位好父親！ 

 

目前，這些關乎人類救恩所任命的 7 個節慶已完成了 4 個，3

個仍然有待完成。我們回首 4 個已成就的救恩節慶就大大歡喜，

但我們期待著後來的 3 個節慶，那為我們描繪未來彌賽亞【

雅吾贖瓦】在地上的王國。 

 

當我們接受【 雅吾贖瓦】的拯救，我們通過祂的血和祂

的復活，進入了與【 雅吾瓦】、【 雅吾贖瓦】的神

聖婚约／公約"的關係。我們將己所有的全奉獻給祂，而當我們必

須為我們的罪悔改後，祂也將祂一切的所有和祂自己全給了我們。

悔改是斷絕了一切不討【 雅吾瓦】喜悅的東西和任何的關

係。在這個與【 雅吾瓦】、【 雅吾贖瓦】婚约/"公約”

的關係裡，我們有責任履行這"婚约/公約”，就是服從【 雅

吾瓦】頒發給我們的生活教導和指示 Torah（生活行為的指引）。

妥拉 Torah 包含了聖經中首五本書籍，也是先知的著作和彌賽亞經

文（新约）的基礎。不理解這部分妥拉 Torah 是屬於全本聖經的基

礎，我們就不能正確的理解深蘊在我們救恩中的全部後果，我們生

活在地上的目的，或者我們永恆的命定。我們将不明白如何在永恆

的國度中生活，如何討我們國王的喜悅，如何在祂的國度統治下，

成為有良好信譽的好公民。沒有從希伯来的根源里去理解祂的聖約



節慶，祂為祂的子民所設計的永恆計劃中的"盟約"真諦，我們就無

法理解我們人生的命定。只有通過觀察遵守祂的節日，我們才能明

白救恩的全部計劃。 

 

 

在詩篇23篇中我們讀到："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希伯來經文翻譯 "義路” H6664 ֶצדֶֶק （音譯 洗德）  

是每年【 雅吾瓦】的節日路徑，並且包含了每週的安息日， 

“走進祂的安息裏”的路徑； 行在天父眼中看為“義”的路徑上。 

 

在出埃及記 31:16，利未記 23 章，節日被稱為"永恆的章程；

典章”。正如我們看到在以賽亞書 66:22-23，甚至當榮耀的天父

來到地上，並且創建一個新天新地的時候，安息日，新月份慶典和

這些【 雅吾瓦】時節的慶祝將會繼續执行。 

《【 雅吾瓦】昆蘭死海古卷日曆》

http://www.yaharise.com/blog/category/214762136726085

26310dead-sea-scroll English http://man-child.com/?p=3291 

 

【 雅吾瓦】所任命的七個節慶 

 

春季節期 The Spring Festival 

 

http://www.yaharise.com/blog/category/21476213672608526310dead-sea-sc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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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會先說明關於節日慶祝的希伯來起源，然後展示這些

節日如何已通過救主【 雅吾贖瓦】和聖父【 雅吾瓦】

已經成就了。 

 

逾越節慶：出埃及記 12 章 【 雅吾瓦】的新年

PASSOVER/PESACH 

 

出埃及記 12:2 ，【 雅吾瓦】改變了以色列人慶祝新年

的一天。若是從創世紀開始計算，第一天是從 Tishre 月開始（羅

馬曆九月/十月）。但是，祂改元旦阿筆 Abib 或尼散月 Nisan（羅

馬曆 3 月/ 4 月）成為 以色列人 新年的第一天。祂這樣做，是為

了要把從埃及拯救他們的日子作為七個節日為一週期的第一個

月。因此，阿筆 Abib1 是祂救贖日曆上的新年。 

 

這場盛宴開始了祂拯救祂的子民解脫捆綁的計劃。這個節日所

經歷的程序，是天父【 雅吾瓦】如何保護祂的子民從 10 項

的瘟疫中，尤其是把他們從在埃及的長子死亡的災難中拯救出來。

就在這天晚上，天父【 雅吾瓦】指引他們如何從死亡天使在

午夜時分穿行埃及時，執行毀滅人與動物頭胎出生的死亡中逃脫出

來，免了他們長子死亡的悲劇。 

 



在阿筆 Abib 的第 10 天（3 月/ 4 月），將被宰殺的羔羊必須

先帶到自己的家園接受檢查 4 天，以確保它沒有缺陷或污點。這羔

羊會在阿筆 14 日下午 3:00 和日落之間被宰殺。然後，它會在日落

後被食用。之後是阿筆 Abib15 日和除酵節的開始。烤羊肉須通體

燒烤，並取出腸子盤纏在羔羊的頭上。它被稱為"加冕犧牲”。已

烤熟的羊肉須很快的被吃掉。他們沒有時間讓他們的麵包發酵，於

是他們做無酵餅。羔羊的血，被塗抹到他們的房子門前的頂部門匾

和兩側上。他們穿上自己的凉鞋，手拿着麵包，準備好盡快在 14

日午夜死亡天使在全埃及穿行經過後離開。當死亡天使看到希伯來

人的房子門上羔羊的血，他不會殺死任何在這個房子裡頭頭生的長

子和動物。於是，死亡天使"逾越過了”希伯來人的房屋，從而命

名這節慶為- 逾越節盛宴-；這是逾越節希伯來文名稱的由來：

PASSOVER/PESACH。 

 

除酵節慶：出埃及記 12:17-18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希伯來人在阿筆 Abib15 的午夜過後匆匆離開。在午夜時分埃

及人的長子死亡後，在法老的命令下，希伯來人攜帶所有的牲畜

和在兰塞的財產。他們乘着滿月的光輝到疏割 Succoth 去取回約

瑟的骸骨。由於他們是匆匆忙忙的離開埃及，他們不得不吃無酵

餅。當法老的悲傷轉成憤怒的時候，他召集他的軍隊去追殺希伯來



人。聖經記載，離開埃及的希伯來人的男丁有 60 萬人，加上婦女

和兒童，所以它應該有 200 多萬希伯來人再加上他們的牲畜和所有

的財產離開埃及。 

 

初熟之果的節慶：出埃及記 14 THE FEAST OF FIRST FRUITS 

 

当希伯來人被困在一個峽谷，前有紅海，後有法老的追兵。

法老知道，他已經給了希伯來人三天到曠野去崇拜他們的【

雅吾瓦】。然而，由於法老的追兵，希伯來人無法在三天內返回，

因此，他們不得不繼續逃命，以躲避法老的憤怒。 

 

阿筆 Abib17 日的晚上，他們到達了紅海。紅海在他們之前，

法老和他的軍隊在他們身後。正是在這裡，人类上最偉大的紅海奇

蹟發生了。正如海被分開，讓希伯來人走過乾地；之後紅海覆蓋回

來把法老所有的軍隊都淹死了。藉此，天父【 雅吾瓦】把祂

的子民從法老和他軍隊的鐵腕中全部釋放出來。法老從此永遠的失

去了他在所有希伯來人身上的所有權。這一天，他們找到了新生；

有如死裡復活。保羅因此說：【 雅吾贖瓦】成為睡了之人初

熟的果子(林前 15:20) 

 

七七節/五旬節的節慶：出埃及記"19 日和 20 SHA'VU'OT 

 



希伯來妥拉 Torah（天父【 雅吾瓦】的教義和指引），

是天父【 雅吾瓦】在"至高全能者的聖山上”--即

Sinai/Horeb 西奈山上和他的子民之間所立下的婚約條款。西奈山

處於現代沙地阿拉伯米甸群山中。他們通過紅海后另外花了 50 天

的路程才到達“【 雅吾瓦】的山 ”。“五旬節”Pentecost

是取之希臘文"五十”。婚約的條款包含在十戒（10 項指引）中。

它概括了要成為祂的新婦的性格。十戒（10 項婚約指引）是以"

【 雅吾瓦】的手指”寫的。後來【 雅吾贖瓦】告訴

我們，"【 雅吾瓦】的手指”就是【RUACH 如阿】即 【

雅吾瓦】分别为聖的靈。 

 

秋季節期 THE FALL FESTIVALS 

 

【 雅吾瓦】所任命的 7 個節日都是基於耕作收穫的週

期。前三春節是基於大麥 barley 的收成。聖靈降臨節是根據小麥

的收成。秋節是基於水果豐收的基礎上。水果的五個品種有：石榴，

無花果，紅棗，橄欖和葡萄。因此，節日是圍繞在以色列人稱為：

“農作 7 種類”。 

 

這些節日的指示是在曠野中頒布給他們的，但是希伯來人無法

在曠野中執行這些節日的慶祝，直到他們進入應許之地的土地后，

他們才能開始歡慶收穫週期。 



 

吹號角/贖罪的節慶 THE FEAST OF TRUMPETS/YOM 

TERUAH： 

 

這個節日是由吹響銀色小號和號角來徵召【 雅吾瓦】分

別出來的人聚集在曠野的聖會。它最初是基於創世紀 Tishre1 （羅

馬歷 9 月/ 10 月）來作為人類新一年的慶祝。人們聚集在一起於至

高全能者創造的 Tishre1 这一天，而吹響小號和號角 shofars 共慶

新年。 

 

贖罪/贖罪日利未記 25THE DAY OF ATONEMENT/YOM 

KIPPUR 

 

這是，現在仍然是以色列人民一年中最灰暗的一天。這個節慶

實在是一個只為那些罪已被彌賽亞的寶血饒恕並潔淨了的人的節

慶。對於那些拒絕了【 雅吾贖瓦】寶血作為代罪羔羊“犧牲”

的人，那些把永恆的盼望寄望在他們的善行和功績，依賴自己的功

德或教堂的洗禮的人，這一天，他們须齋戒和哀悼自己的罪污，尋

求被原諒和被塗抹乾淨。  

 

至於猶太人的大祭司，這是一年一度大祭司被允許進入至聖

所，即約櫃停放的地方，【 雅吾瓦】的居所，呈上羔羊的血



來為全國人民這一年的罪行請罪。（利未記 16）這是以色列國人

民得蒙救贖的一天。這也是那些拒絕【 雅吾瓦】的救贖恩門，

不選擇【 雅吾瓦】的約之人，被拒的"關門日”Closing Of 

The Gate.是【 雅吾瓦】聖約之外的惡人被查封的詛咒日。 

 

這一天直到千禧年，被標誌著每五十年為一個禧年，全地當吹

起“偉大的號角”大聲宣告為奴的得到無條件的釋放（利未記25）。 

此外，只有在贖罪日前夕，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宗教師，被他

們的拉比 Rabi 允許而可以直接稱呼創造主的原名 ：發音為

Yahuwah（音：雅吾瓦）。 

 

住棚節慶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THE FEAST OF 

BOOTHS/SUKKOT： 

 

希伯來這個節日，歷時 8 天，是為记念 40 年曠野中的流浪；

使他們不會忘記【 雅吾瓦】如何帶領他們，餵養他們，給他

們水喝，醫治好了他們，紀律處分他們，並帶他們進入“所承諾

的應許之地”，又得勝了他們四周所有的仇敵。這是住在帳棚中

一個星期的節慶，記念他們在曠野的沙漠之旅。因此，在以色列每

個住棚節，猶太人會建築 succahs - 小帳棚- 並在裡頭吃喝住睡整

整個 8 天。這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一周,在節日的最後一天，他們會



帶著妥拉 Torah 在整條街道上一起跳舞歡慶【 雅吾瓦】的

節日。 

 

這 7 任命指定節慶都在彌賽亞的身上實現了。 

 

逾越節節慶 THE FEAST OF PASSOVER/PESACH 

 

【 雅吾贖瓦】在阿筆 10 日進入耶路撒冷成為贖罪羔

羊，被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和一般人民百姓領導人來檢查。因為

祂是在那個安息日的前一天進入耶路撒冷，接受了民眾向祂作为彌

賽亞揮舞着棕櫚枝和其他標誌着奉獻的讚美和崇拜。（約翰福音

12:12-16，馬太福音 21:1-9） 

 

他們審問祂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未能找到祂的任何過錯，找不

到任何可以指責處死祂的理由。他們的領導人及羅馬的傀儡，檢查

了祂整整四天，同時也被【 雅吾贖瓦】嚴峻的挑戰了他們自

己的立場，最後認定祂也許是猶太人的王，而決定祂必須被處死。 

（路加福音 13:34-35，路加福音 19:28-44;約翰 11:47-53） 

他們不知道，祂放下祂的生命是為了贖回【 雅吾瓦】的

以色列全家，要更新與以色列全家（１２支派）的"婚姻公約”。

在馬太福音 15：24，【 雅吾贖瓦】說：「我奉差派，只到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所羅門去世後，北國 10 個支派分散到撒馬利亞去。從此，他

們變得盲目崇拜偶像，【 雅吾瓦】於是"給他們寫離婚書”。

（耶利米書 3:8-背道的以色列行淫， 我為這緣故給他休書休他）

猶大也是有罪的，但不會像北部的北國 10 個支派（又稱為以色列

家，或以法蓮，或約瑟家）。雖然以法蓮在 12 個支派中得蒙長子

繼承權的名分，他的子孫們就像以掃一樣，輕看了他長子的名分，

而去嫖娼列國的神祗。因此，由 786BCE 起，他們都被分散到列邦

列族的國家中，迷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完全被吸收到外邦人中。 （何

西阿書第 1-3 章給我們題示了這些人下落的線索）。今天，從歷史、

考古、傳說和聖經的線索跟踪，我們知道，他們大多數在伊拉克/

伊朗北部，並在西歐和美國落腳。因為在馬太 10：5-6 ，【

雅吾贖瓦】告訴門徒不要去找外邦人，而是去尋找“以色列家迷失

的羊”。當使徒們離開耶路撒冷，他們去北面和西面宣傳彌賽雅与

祂子民恢復和好的好消息，勸勉他們悔改返回妥拉 Toral，【

雅吾瓦】要與祂子民更新婚約和呼召他們歸回创造主至高全能者. 

 

【 雅吾贖瓦】是根據並遵守妥拉 Toral 的预言引导，道

成肉身來受死（婚約至死方休止），祂來到地上實際上是親身終止

了【 雅吾瓦】與以色列家之前的婚姻契約，好在祂死裡復活

時，可以更新立下更好的婚約（Renewed Covenant)，這次是根

據祂自己的血來完成的婚約。耶利米書 31:31-34 ：【 雅吾



瓦】說：日子將到，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32 不像

我拉著他們祖宗的手，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 與他們所立的約。

我雖作他們的丈夫，他們卻背了我的約。這是【 雅吾瓦】說

的 。33 【 雅吾瓦】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

的約乃是這樣：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

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4 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

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 雅吾瓦】，因為他們從

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

的罪惡。這 是【 雅吾瓦】 說 的 。這是"用祂的寶血與我

們重新立下的婚約”（馬太福音 26:28）。 

 

在這一新的盟約裡，祂包括了猶大家族，南部王國的 3 支派，

並包含了以色列家公約之外的外邦人和在世界上的異教徒！ （見

以弗所書 2:8-19）因此，祂的死亡，主要是恢復和贖回雅各家以色

列北國失落的 10 支派。當他們被尋回时，他們會從心底持守

【 雅吾瓦】的妥拉婚約。正如我們稍後將看到的，所有關於

聖靈降臨節鑰匙。 

 

【 雅吾贖瓦】死於阿筆 Abib15 日日落前。他是大祭

司，犧牲了自己的性命。這標誌着我們虧欠【 雅吾瓦】的債

務，就是永恆的死亡，已經“全額償還了”，現在我們在【

雅吾瓦】的眼中，已被看為公義了。 （約翰福音 19:30;歌羅西書



2:13-15）申命記 21:22-23 /加拉太書 3:13：“13 弥赛亚（基督）

既為我們受（ 原文是成） 了咒詛， 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 

因為經上記著： 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他完成了這一律

法上的要求而保釋了我們，第二，出埃及記中 12 章有関守逾越節

的指示。然而我們看到新約裏所提到的逾越節是包含了無酵節："...

彌賽亞，我們的逾越節，已為我們犧牲。因此，讓我們慶祝這個節

日林前 5:8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 

其實逾越節、無酵節，都包含在這一個星期裡，通常被稱為無

酵餅節或"逾越節週慶。發酵餅或發酵面包，是昭示罪惡的画面。

所以，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酵.....要吃無酵餅，或無發酵的食品。阿

筆 14 日日落開始至到完成七天的節慶，通常以 matzo 替代吃麵

包。“逾越節的晚餐”，是在阿筆 14 日晚之前開始，并且，我們

必須將我們房子裡所有發酵的食品移出我們的房子，這是【

雅吾瓦】的命令。這是像徵性的，如哥林多前書 5:7-8 告訴我們，

這是指把所有的罪從我們的生活中剪除。 

 

彌賽亞與祂的門徒在我們所說的週第 3 日晚上（或阿筆 14

日），慶祝一個特殊的逾越節。哥林多前書 11:23-25 告訴我們，

他被出賣的當天晚上，他食用麵包和葡萄酒。 

 

這是一個詮釋了祂將作為第二天贖罪犧牲的準備餐。在這頓飯

局中，祂透露了自己就是彌賽亞，舉起第三杯葡萄酒-救贖的酒杯



-，祂宣稱這是祂立下更新公約的血。他向他們描繪了祂受死的畫

面，然後在午夜時分出發到馬尼園去，在那裡祂被出賣。（見哥林

多前書 11:23） 

 

馬太福音 27:45-50 週第 4 日阿筆 Abib15 日下午 3:00 的時

候，祂去世後沒多久，祭司也在聖殿中宰殺代表每一個家庭逾越節

的羔羊。 " 看哪，至高全能者的羔羊，除去（ 或譯：背負）世人

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 

 

祂必須在地心底下猶如約拿在鯨魚的肚子裡 72 小時，以應驗

在馬太福音 12:40【 雅吾贖瓦】的話。祂必須在犹太人的高

安息日來臨之前入墓，除酵節開始之初，祂不得不被埋葬。 因此，

約瑟夫快速的在彼拉多面前領取彌賽亞的身體，把祂放置在約瑟夫

墓 Aramathea 的墓園中。

http://www.yaharise.com/blog/category/214762136726085

26310dead-sea-scroll 

 

除酵節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彌賽亞在犹太人的高安息日來臨之前入墓，然後，阿比 15 日

開始了為期一周的除酵節。在除酵節和高安息日之前， （馬可 15:42;



路加福音 23:50-56）逾越節那天晚上人們吃烤羊肉，苦菜和無酵

餅。 

 

關於除酵：【 雅吾贖瓦】就是那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

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祂的死亡，

帶來了豐盛的“果實”。 （約翰福音 12:24）在啟示錄中，我們

看到了祂在地的中心走入陰間，並從撒旦手中取回了“死亡和陰間

的鑰匙”（啟示錄 1:18），然後他跨入天堂，也是當時在地的中心

地帶（屬靈空間），宣告了所有從亞當直到當時屬於祂，分別為聖

的子民的得贖。（徒 2:26-31 路 16:20-31）在祂復活的時候，祂

為他們也為我們所有的人打開了天堂的大門。（太 28:50-52;弗

4:8-10）在木头刑架上，祂告訴那強盜：“今天你跟我會在樂園

裡”，而不是天堂。當時天堂還沒有開放，直到祂從死裡復活，帶

著"擄掠”。 （路加福音 23:43） 

 

初熟之果的節慶 THE FEAST OF FIRST FRUITS  

 

72 小時後，在一周的第七天祂從死裡復活。 

週六晚上太陽下山後，直到清晨的曙光，阿筆 18 日。當祂從

墳墓中出來，祂已將我們從撒旦的權勢中釋放出來，為我們打開了

天堂之門。祂是我們身躰得贖復活之人的"初熟之果”。祂是"已睡

之人的初熟之果”。 （哥林多前書 15:20-23） 



 

由於以色列人越過紅海，是走在海底極深中心的乾地上，所以

【 雅吾贖瓦】也進入地的心臟深處，為我們帶出來了極具深

度的新生命。祂把我們從撒旦和他所有的惡魔同盟中釋放出來，把

他們在我們身上的力量摧毀了。正如法老擁有所有的希伯來人，視

他們是他個人的財產，撒旦也這樣擁有我們。法老的權勢和他的軍

隊被淹死後，希伯來人已不再是法老王的奴隸。同樣的，當【

雅吾贖瓦】從地心中復活時，撒旦在我們身上的擁有權所屬權已經

完全被取消了！哈利路雅！ 

 

請留意，【 雅吾贖瓦】在履行所有這些節日的時機與細

節，與實際發生的事件分秒不差。 

    

五旬節的節慶 THE FEAST OF PENTECOST – SHA'VU'OT 

 

【 雅吾贖瓦】從死裡復活后，從初熟之果的節慶算起整

整 50 天，RUACH 如阿，【 雅吾瓦】分别為聖的靈降臨到

在耶路撒冷聖殿等候守望的門徒身上。正如以色列民眾過紅海之

後，花了整整 50 天抵達西奈山【 雅吾瓦】的山，在那裡

【 雅吾瓦】向祂的子民立約說話：“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

的話， 遵守我的約， 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 因為全地都

是我的。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為聖潔的國民” 。當時，



造成"西奈山大震動”： 在山上有雷轟、 閃電， 和密雲， 並且

角聲甚大， 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出埃及記 19） 

 

而在耶路撒冷聖殿的門徒，等候到第 50 天。 在耶路撒冷的人

都看到了火的舌頭落在他們各人頭上，聽到天上有響聲下來有如大

風的聲音，並發出多國的語言來。 

 

在西奈山，一個歸屬於【 雅吾瓦】祭司的國度誕生了。

在耶路撒冷, 一個向全球所有大地居民宣告全人類得贖的啟示被傳

開了。 

 

在五旬節，【 雅吾瓦】的靈以火、風、和語言授權信徒

在彌賽亞裡頭與天父的權能連接，祂用聖靈的火施洗他們以歸入彌

賽亞裡頭，將他們帶入天父裡頭，教導他們【 雅吾瓦】的話

語，將每一個信徒在彌賽亞裡連接合而為一，傳授超自然的恩賜於

他們以造就眾信徒。並把【 雅吾瓦】的 Toral（婚約條文）

寫入到【 雅吾贖瓦】的信徒的內心中，因此，我們可以按著

祂王國的說明書，天國公民的指引而在地上開始了如同在天上的生

活方式，活出在彌賽亞裡頭的喜樂，和平，愛和正義。 

 

人類歷史已走過了近 2000 年的"夏天” - 耶利米書 8:20，約

翰 4:35 



 

節日之間的空檔是當糧食豐收過程完成後，夏天來了，實在太熱

了，不適於種植和收穫的工作。 

 

自從彌賽亞復活升天后，我們在靈裡一直是處於夏天的季節。祂告

訴我們： 你們豈不說『 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 嗎？我告訴

你們， 舉目向田觀看， 莊稼已經熟了（ 原文是發白） ， 可以

收割了。 

 

五旬節慶在斯萬 Sivan（5 月/ 6 月），直到 Tishre 住棚節慶

水果收穫的那個月，剛好 4 個月。祂告訴我們"出去”，為自己多

結生命的果子； 以及收割"大地的果實”，就是世人墮落的靈魂。 

（約翰福音 15:1-7） 

 

雅各书 5:7-8： 7 弟兄們哪， 你們要忍耐， 直到主來。看哪， 

農夫忍耐等候地裡寶貴的出產，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8 你們也當

忍耐， 堅固你們的心， 因為主來的日子近了。 

 

秋雨為秋季豐收的果實而下降，春雨是在大麥收穫前春天下降

的雨。雅各书 5:7-8 談論到天父，急切的等待銀色小號吹響，贖罪

節的"果實豐收”時刻。這是指人類的靈魂得贖，成為【 雅

吾贖瓦】天國的收穫；一旦所預告的分別為聖的靈大澆灌臨到人類，



大權能向全地傾倒，彰顯天父【 雅吾瓦】的榮耀，以及彌賽

亞第二次返回大地。這就是第一代使徒和門徒向人間的宣告和見

證。他們到處傳講悔改和歸返【 雅吾瓦】,與【 雅吾

瓦】復和，恢復以色列家回到【 雅吾瓦】妥拉 Toral 教導的

好消息，这就是第一代使徒和門徒所傳講的"天國的福音”，他们

進入到各個地區領域，尋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並宣布彌賽亞

的死亡和復活，天國降臨，恢復人們的信仰和實踐以托拉 Toral 為

基礎的教導。（以西結書 18:30-32; 33:11-19） 

 

關於在第一世紀的中期，有一大批接受彌賽亞的死亡和復活的

希臘信徒，但是他們卻拒絕了天父【 雅吾瓦】和祂國度的律

法妥拉 Toral，從而遠離彌賽亞【 雅吾贖瓦】和祂的使徒們

的教訓，於是另外形成他們自己的教派。其中，他們被稱為"基督

徒”。 “基督教” Christia 不是一個新名詞，在埃及的太陽神塞

拉皮斯 Serapis 的崇拜者，也被稱為"基督徒”，他們的宗教領袖，

被稱為“基督主教”。在羅馬，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於

325CE。因此，在過去的 1700 多年中，希臘/羅馬宗教的基督教已

經成為了約 1.8 億人的龐大機構，像早期的希臘人，因為人們享受

永生的想法，但拒絕承擔責任，拒絕【 雅吾瓦】的妥拉 Toral

和祂的國度。現在，我們已經來到屬靈夏季結束的時刻，【

雅吾贖瓦】以色列的彌賽亞，要來恢復祂給我們留下的單純的信仰。

祂早期的使徒和門徒，都是誠信彌賽亞和妥拉 Toral 教導的信仰



者。祂說，只有"少數”，會發現真理，並且走在祂裡頭。現在，

我們正在積極準備好屬靈秋季預言應驗的節日到來，祂的第二次回

來，祂將修復地上一切的創造，以及祂與祂的子民居住在地上的千

禧安息年到來。 

 

吹號角節- 贖罪節 THE FEAST OF TRUMPETS – YOM TERUAH 

 

這節慶描繪了彌賽亞在空中與祂的信徒相會的情景。因為祂將

帶著天父的震怒來懲罰惡人，但首先祂要讓那些信靠祂在主裡已經

死亡的人復活，以及在祂的到來時仍然在地上活著的信徒一同在空

中與祂的相會。這就是祂所謂的“大地的收割季節”。 （馬太 13） 

 

他有一個明確的返回地上的路程。他首先從東方出發然後到西

奈半島，然後是直接到古代以東 Edom 北部，從亞喀巴港 port of 

Aqaba，直到“國王的高速公路”King's Highway，再到巴蘭山

Mt. Paran，超過古鎮的提幔 Teman,到珥山 Mt. Seir，就是佩特拉

Petra，約旦，然後到橄欖山- 馬太福音 24:27-31;以賽亞書 63:1-6;

哈巴谷 3，申命記 33:2-3 和其他約 220 篇有關此題目的經文。 

 

吹號角節是在每年的 Tishre 1。在羅馬日曆這節超過 3 天，希

伯來創世日曆 7 月 1 日。因此，"沒有人知道是哪一天或哪一時辰”

將會吹響小號（羊角/羊角號）。第三支號角已經吹過了，大家正



在等待“最後的那支”號角被吹響起來，這標誌著天上的門閘會被

打開，彌賽亞會從天上降臨來召集那些屬於祂因信稱義的信徒。這

就是猶太人所盼望的救世主彌賽亞， 以及【 雅吾贖瓦】的

追隨者所等候的彌賽亞。 

 

彌賽亞只能根據天父【 雅吾瓦】的既定計劃來履行，祂

必須在 Tishre 節日第一或第二天到來。當然，在地上總是有 2 天

的日期同時出現。彌賽亞給我們一個提示：當這一天來臨前 3 年半

前，有一個人，一個世界的統治者在這世界的午台上出現，並且在

聖殿山上 Temple Mount 統治世界；這將作為祂回返人世间的一

個標誌，然後聖經的話告訴我們，那 3 年半是根椐希伯來的農业太

阳曆一年 360+4 天的算法，祂會回來。祂並不想讓屬於祂在黑暗

中的光明之子不曉得這個先知預言的日子。"1 弟兄們，關於時間

和日期，我不需要寫信告訴你們， 2 因為你們自己很清楚。”對

於那些屬於祂的人，那些殷勤禱告守候祂的到來者，祂的到來並不

像一個"夜間的賊”，"5 因為你們屬於光明（善良），屬於白晝，

我們不屬於黑夜或黑暗（邪惡）。” 9 因為至高全能者選擇我們

不是讓我們承受他的憤怒，而是讓我們通過我們的主【 雅

吾贖瓦】弥赛亚獲得拯救。10 他為我們而死，因此，不論我們是

生還是死，當【 雅吾贖瓦】來臨時，帖撒羅尼迦前書 5:1-10，

我們知道，光明之子都知道祂到來的節日季節。

http://www.yaharise.com/blog/category/214762136726085



26310dead-sea-scroll 及 

http://man-child.com/wp-content/uploads/2017/01/YHWH

-Qumran-Calendar.pdf  

 

聖經裡有220個經文有關祂第二次再來的信息。 帖前4:13-18;

哥林多前書 15:51-58;啟示錄 11:15-17;腓立比書 3:20-21;啟示錄

19:11-16;撒迦利亞書 14: 1-5; 猶大書 14-15。他在"最後第七個關

乎災難的小號”吹響的時候到來。從哥林多前書 15：52 和啟示錄

11:15-19，我們清楚看到【 雅吾贖瓦】帶著天父的憤怒到

來，這是非常嚴重的，沒有祂的保護，沒有人能夠抵擋這個災難。

所以，吹號角節是我們歡慶彌賽亞的召會，同時卻是祂審判恶人的

日子。這是一個分別歸祂為聖的日子，是正義與邪惡分離的一天。 

 

贖罪日節 THE DAY OF ATONEMENT – YOM KIPPUR 

 

吹號角節- 贖罪節是 YOM TERUAH 十天後為全國贖罪日節的開

始。 

這副畫面描繪彌賽亞完成婚姻和婚禮宴席後的第一個動作。 

 

在吹號角節- 贖罪節 YOM TERUAH 到贖罪日節有 7 天的時間，彌

賽亞會迎娶祂的新婦，祂們將入新房 7 天才出來與參加婚禮的賓客

和服務員相聚，共同歡慶羔羊的盛宴。 



  

（有關彌賽亞如何履行古老的婚宴的所有要求，古老的猶太婚禮儀

式，其中包括婚禮公約的條款，用自己的鮮血密封的美麗事蹟，將

另外撰文說明。並使用現代術語以幫助一般人能理解。） 

 

婚宴後，彌賽亞和他的新婦將前往耶路撒冷。他將宣召各國各

邦到約沙谷 Jehoshaphat，根據他們如何對待以色列人民而施行審

判。約沙法谷是直接面對耶路撒冷在東門，在汲淪谷的北方。這裡

是猶大良善的國王，潔淨被邪惡的諸王玷污後的聖殿的地方，在這

裡曾經大量的焚燒偶像和焚燒那些邪惡的祭司。在這裡，彌賽亞將

坐下來劃分界線，將判斷誰是誰非。 （約珥 2 和 3 馬太福音

25:31-46） 

 

由彌賽亞履行成就贖罪日的其他方面，就是在這一天，“以色

列全家得救，全國將被贖回”。這一天，祂要宣布所有的這些忠實

的以色列人，不分年齡男女，他們在【 雅吾瓦】的眼中被看

為義，因為【 雅吾贖瓦】我們的大祭司，在這一天進入

【 雅吾瓦】至聖所，把祂自己的鮮血灑在施恩寶座上，為雅

各全家贖罪。 （羅馬書 11:26;結 36:22-38;耶利米書 31:31-34：

耶利米書 50:20 和數百條其他經文）。這是恢復以色列南北兩家成

為一個完整性的“新人”的一天，以西結書 37:15-28，在此，祂

再次將以色列家還原成為一個王國。 



 

住棚節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贖罪日 YOM KIPPUR 5 天後是住棚節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這一天，【 雅吾贖瓦】回到人間與人同住

1000 年。（啟示錄 20:11，第 22 章） 

 

在千禧年時，本節慶將要求所有的人每年出席，否則，將有刑

罰- 撒迦利亞 14:16-19。“16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

人， 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 萬軍之【 雅吾瓦】， 並守

住棚節。 17 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 萬軍之

【 雅吾瓦】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 

 

這原是彌賽亞第一次到來誕生的時間。祂設"帳幕在我們中

間” - 約翰福音 1:14 14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這也將是

恢復所有的萬物的時間。使徒行傳 3:19-20、約翰福音 7:37-39 中，

我們讀到：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雅吾贖瓦】

站着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38 信我的人就如經

上所說： 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39 【 雅吾贖瓦】

這話是指著信他之人要受分別為聖的靈說的。” 

 



彌賽亞的新婦將要與她的新郎一同作王，統治萬邦。不僅是為

這 1000 年的，並且在新耶路撒冷，直到永遠。（啟示錄 19-22） 

在聖經中，有許多經文說明這一段和平與繁榮的日子。但是，

到時所有現代技術將被銷毀，我們將回到一個農業社會。人們將工

作 6 天，在第 7 日守安息日，他將休息。他將出席在耶路撒冷的第

七個節日，並保持和遵守妥拉 Toral 的教導。【 雅吾贖瓦】

和那些與祂一同統治天下的追隨者，將實施“鐵棒”的律法。現在

就通過彌賽亞與【 雅吾瓦】設立盟約關係的人是明智的，保

護祂的律法/盟約 Toral，那些忠心服從祂的人是有福的，將會享受

在彌賽亞裡頭很大的權利。 

 

這個節日也描繪了未來在 1000 禧年年底，榮耀的天父將會到

來。祂將解放捆鎖在無底坑中的惡者，並將牠与牠所有的同類一網

打盡，向牠們施行審判並刑罰牠們，把牠們扔進公正的火湖里。祂

將創建一個新天新地，並把新耶路撒冷城帶到這個個新天新地上，

在那裡祂將會永遠作王。 

 

光明節和普珥節 The Festivals of Hanukkah and Purim 

 

光明節通常落在圣历里的第 12 月。約翰福音 10:22 顯示，【

雅吾贖瓦】在這個節日中去聖殿。這也被稱為修殿節或奉獻

日的節慶。這是一個圍繞 167BCE 猶太人民的歷史性勝利的慶祝



，沒有它，我們不會有希伯來文聖經。當時，希臘希望摧毀任何有

关希伯來人的文化。猶太人進行了回擊，並贏了這場爭戰。這個節

日也預告了在末日，將有【 雅吾贖瓦】的追隨者竭力抵抗"

敵彌賽亞”An-ti Messiah 的逼害，"敵彌賽亞”企圖摧毀任何與

【 雅吾瓦】和祂的 Torah 有關的人事物。普珥節 Purim 是

從以斯帖記來的。它記錄了當時的猶太人從一個定意要銷滅他們的

領導者的攻擊中得到勝利的故事。這也將在大災難期間重現。那將

在位的世界統治者必然會試圖摧毀所有遵守托拉 Toral 的猶太人和

各地的信徒。 

 

聖經並不要求我們慶祝這兩個節日，就像【 雅吾贖瓦】

那樣，我們记念這兩個節日，是因為我們正在向他們學習如何在大

逼迫中得到大勝利。 

 

這些節日是屬於那些追隨【 雅吾瓦】，遵守着每週安息

日的人的遺產。這些節日分別了哪些人是屬於以色列的聖者彌賽亞

的，而哪些人不是。遵守【 雅吾瓦】的 7 節日和祂的日曆是

不費力的，不沉重的；它是輕鬆和喜樂的，通過服從祂的節慶，安

息日 Shabbats 和【 雅吾瓦】美好的律例/婚約，我們將保

持一個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心靈，情感，精神和身體都興旺愉

快。Ahmien （诚心所愿）ENGLISH: 

http://man-child.com/?p=3291 



 

定稿于 04072012 《與生命同行》Yah 的追隨者。  

P.S.創造主天父的原名 ：發音為 Yahuwah（音：雅吾

瓦）聖子名为 （音：雅吾贖瓦）意思即 “雅吾瓦救贖 ”。 

 

從左到右，燈台點燃

的就是【 雅吾瓦】與人類約會的 7 個"節日，高安息日。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yhwh-annual-7-feast-days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yhwh-annual-7-feast-days
http://www.perfectgiftorg.com/yhwh-annual-7-feast-d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