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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五經 (托拉) 中的聖日在希伯來文有兩種含意:
Chag - 意 “盛宴”, 是從圍成圓圈聚集或跳舞 字根中衍生而出;
Mo’ed - 意 “特定的時刻”, 是從命定或目標字根中衍生而出。
Chag 強調歡慶方面, 而 Mo’ed 強調預言性意義。
兩組聖日來迎接彌賽亞二次的降臨
托拉中聖日有兩組; 一組在春季, 有三個節期; 一組在秋季, 也有三個節期。
春季的聖日與耶穌第一次的來臨有關聯, 而秋季的聖日與耶穌第二次的再來
有關聯。 第一次來臨偉大救贖的三件偉大事蹟, 都在相關的春季聖日節期中
發生。
Pesach (Passover 逾越節) - 受難
Omer (First Sheaf 初熟節) 復活
Shavuot (Weeks 五旬節) - 聖靈降臨節或聖靈降臨
聖靈
在末世的預言中, 我們也見到三件重大的事件發生: 大災難, 主的再來,和
千禧年國度。 我們了解這些都與代表它們的聖日節期有關連。
Teruah (Trumpets 吹角節) – 大災難
Kippur (Atonement 贖罪日) – 主的再來
Sukkot (Tabernacles 住棚節) - 千禧年國度
澄清有關號角的混淆
關於吹角一直有些困惑, 因為它在利未記二十三章的 Yom Teruah 及利未記
二十五章的 Yom Kippur 都有被指令過。
在 Yom Teruah
所吹的號角在耶利哥戰役中(約書亞記六章) , 在流動的
以色列軍營中 (民數記十章), 及在各式的宗教,政府,和軍事聚集中持續著。
吹號角意謂著一個有所行動的呼召和一個先知性的警告。

在聖經中大部分提及的號角是與 Yom Teruah 有關。 這些號角實現在啟
示錄書中的七號角。第七號角宣告這世界的國度將由耶穌的國度取代 (啟示
錄十一章十五節), 就像在耶利哥所吹的第七號角, 釋放人們一擁向前, 截取
城市 (約書亞記六章二十節) 。它是個呼召, 要神的聖民 來預備好武力, 收
取國度 (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節, 但以理書七章十八節) 。 它是一個屬靈爭
戰, 贏得國度的訊號。
但是第七號角並非是 “最後偉大的號角”。最後的號角是與 Yom Kippur 相
連, 象徵著禧年的開端。 這特殊的號角在下列章節中提及。
出埃及記 十九章十三節, 十六章, 十九章 在西乃山
利未記二十五章九節 – Yom Kippur
以賽亞書二十七章十三節 - 死裏復活, 被捉
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 一節 – 主的再來, 被捉
歌林多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 - 主的再來, 被捉
帖撒羅尼迦前書 四章十六節 - 主的再來, 復活, 被捉
這特殊的號角是神祂自己的號角, 且在歷史上只吹過兩次。 一次在西乃山,
一次在主的再來時。 在耶穌帶領天軍從天降臨時, 這號角將會再由耶穌祂自
己吹起 (啟示錄十九章十一節)。 它不會由天使長 加百列和米迦勒吹起 (帖
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六節的誤解), 而是由眾天軍的指揮官 ,耶穌, 吹起, 指
示命令攻擊 (約書亞記五章十三節)。 根據聖經模式, 那時刻是在 Yom
Kippur 的禧年號角吹起時。
聖殿中祭司職分最重要的日子是 Yom Kippur。在這一日, 大祭司要進入一
年才可進入一次的至聖所, 這偉大的日子被以色列先知形容是審判日, 是
“大而可畏的日子” (約珥書二章一節, 三十一節) 。 在末世最偉大的日子是
耶穌的再來。 祭司最偉大的日子, 先知最偉大的日子, 和彌賽亞王最偉大的
日子, 說的都是同一日。聖經的模式是一致的。
住棚節的先知性 意義
住棚節的盛宴被拉比稱為 大喜宴和猶如豐收的喜宴。托拉極強強調這節慶
中的喜樂 (申命記十六章十五節) , 甚至提及應該只要喜樂。像所有的聖日般,
它有三個層面的詮釋: 一. 農業, 二. 以色列出埃及, 三. 新的盟約。
這預言的實踐可從撒迦利亞書十四章十六節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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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 並守住棚節” ( 與以
賽亞書二 十七章十三節比較)。

今日許多基督徒在住棚節時來到耶路撒冷來實現這章節的預言。最後完全
的實現將發生在千禧年。 讓我們從這些經文中學些功課:
一 . 預言性 - 既然這喜宴將在未來慶祝, 它有先知性的意義。它是重要的。
二. 現在性 - 如果在過去它是被命命遵守, 將來被預言也要出現的, 這律
法必有其有效性, 這喜宴在今日也有意義在其中。 它是相關聯的。
三. 國際性 - 這不僅是猶太人的喜宴亦是各邦國, 國際性, 多元化, 世界
性的慶典。它是極其浩大的。
四. 改革性 - 如果猶太人將和與基督徒一同歡慶這個節慶, 在這兩者之間
必有其歷史性的和好。它是合一。
五. 慶祝性 - 在戰爭和苦難結束之後 ,會有一個快樂的結局: 是一個喜樂,
和平,和勝利的時刻。 它是正面的。
六. 禧年 - 既然這會在發生主再來的戰爭後, 它證明這禧年國度是真實,不
是比喻性的。 它是千真萬確的。
七. 耶路撒冷 - 各邦國都來到耶路撒冷, 耶穌千禧年國度的首都。主世上的
寶座將在那裏。 它是中心點。
無怪乎在耶路撒冷會有如此屬靈,政治,和軍事爭戰不斷發生。撒迦利亞書十
四章十六節與二節是相輔相成的。“我必聚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 在十六節,
人們來敬拜, 在二節, 人們來爭戰。 每個來到耶路撒冷的人均是為其中兩個
理由中的一個理由而來。
耶穌的靈將會吸引祂的子民來敬拜; 也會驅使他的敵人來爭戰。在第三節說
“必出去與那國爭戰”
就是那些攻擊耶路撒冷的國爭戰。 每個人都會來到
這裡。抉擇是: 他們來, 是要與這城爭戰? 或是來敬拜這大君王? 問題是: 我
們要站在哪一邊?

我心旋律 譯
請繼續為我們在以色列的事工禱告，在本地傳福音的工作，以希伯來語為主
的先知性的讚美與守望禱告，彌賽亞信徒的植堂工作，對年輕的以色列信徒
五重執事的訓練，慈恵救助，以及促進在基督裏的合好與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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