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的季節



創 1:14 神說：“天上要有光
體，可以分晝夜，作記號，
定節令、日子、年歲，…



利 23: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 23:2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耶和華
的節期，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利 23:39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就從七
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
一日為聖安息，第八日也為聖安息。
利 23:40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
和棕樹上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
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
歡樂七日。



利 23:41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這
節七日，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利 23:42 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
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
利 23:43 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
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
棚裡。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 23:44 於是，摩西將耶和華的節期傳
給以色列人。



約 10: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
是冬天的時候。
約 10:23 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廊
下行走。



感恩的季節









一年以後:

• 102人中死了46人

• 冬天非常嚴寒﹐多人病死。

• 印第安人教他們如何種植﹐才得以生存。

• 1621年的收成非常豐富

• 他們舉行了三天的露天感恩宴席

• 90位印第安人參加﹐帶來五只鹿共享





• Governor Bradford [Arrival at Plymouth -

1620]-

• … May not and ought not the children of 

these fathers rightly say: Our fathers 

were English men which came over this 

great ocean, and were ready to perish in 

this willdernes, but they cried unto the 

Lord, and he heard their voice, and 

looked on their adversity, etc. Let them 

therefore praise the Lord, because he is 

good, and his mercies endure for ever.

….Let them confess before the Lord his 

loving kindnes, and his wonderfull works 

before the sons of men.  





感恩節是美國和加拿
大特有的節期



創 1:14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
日子、年歲，…



創 1:14 神說：“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
日子、年歲，…



聖經裡有沒有類似的
感恩節期呢? 



利 23: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 23:2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耶和華
的節期，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利 23:39 你們收藏了地的出產，就從七
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
一日為聖安息，第八日也為聖安息。
利 23:40 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
和棕樹上的枝子，與茂密樹的枝條，並
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
歡樂七日。



逾越節 除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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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日住棚節

(Shav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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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成就實現了 不久將要成就實現



(Shavuot)

猶太人新年 – 吹角節



利 23:2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 23:24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

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
紀念，當有聖會，
利 23:25 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
火祭獻給耶和華。’”

Rosh Hashanah 吹角節 (新年):



(Shavuot)



太 24:30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太 24:31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
將他的選民從四方（註：“方”原文作
風”）,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Rosh Hashanah 吹角節  被提



帖前4:15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
件事：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
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帖前4:16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
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
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帖前4:17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
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
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Rosh Hashanah 吹角節  被提



Rosh Hashanah 吹角節  被提

1. 這段節期以吹角節開始

2. 吹角節是耶穌基督再來期間的最
先的事件 – 教會聖徒被提: 

我們應當時時警醒，隨時預備
好迎接耶穌基督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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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3:26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利 23:27 “七月初十是贖罪日，你們要
守為聖會，並要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
獻給耶和華。
利 23:28 當這日，甚麼工都不可做，因
為是贖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
贖罪。

Yom Kippur (贖罪日):



(Shavuot)



啟 7:1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的
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叫風不吹在
地上、海上和樹上。
啟 7:2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
之地上來，拿著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
得著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
喊著說：
啟 7:3 “地與海並樹木，你們不可傷害，
等我們印了我們神眾僕人的額。”
啟 7:4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
數目有十四萬四千：

Yom Kippur (贖罪日):



1. Yom Kippur (贖罪日) 是這段季節
的第二個節日

2. 贖罪日預表許多猶太人歸主: 
我們應當愛護以色列民，將耶
穌基督的福音傳給他們

Yom Kippur (贖罪日) 

召集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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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3:33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 23:34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
十五日是住棚節，要在耶和華面前守這
節七日。
利 23:35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
工都不可做。
利 23:36 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這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Sukkot (住棚節):



申 16:13 你把禾場的穀、酒醡的酒收藏
以後，就要守住棚節七日。
申 16:14 守節的時候，你和你兒女、僕
婢，並住在你城裡的利未人，以及寄居
的與孤兒寡婦，都要歡樂。
申 16:15 在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你當
向耶和華你的神守節七日，因為耶和華
你 神在你一切的土產上，和你手裡所辦
的事上要賜福與你，你就非常的歡樂。

Sukkot (住棚節):



(Shavuot)



啟 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
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
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
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
在額上和手上受過牠印記之人的靈魂,他
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Sukkot (住棚節) 千禧年



啟 20: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
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鏈子。
啟 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
啟 20:3 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

用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
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

Sukkot (住棚節) 千禧年



1. Sukkot (住棚節)是這段季節的第
三個節日

2. Sukkot (住棚節) 是千禧年國度的
預表: 
聖徒將與基督一同在地作王掌
權一千年

Sukkot (住棚節) 千禧年
聖徒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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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20: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
裡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鏈子。
啟 20:2 他捉住那龍，就是古蛇，又叫魔
鬼，也叫撒但，把牠捆綁一千年，
啟 20:3 扔在無底坑裡，將無底坑關閉，

用印封上，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
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須暫時釋放牠。

Sukkot (住棚節) 千禧年



然後呢?

為什麼節期集中在

7個月當中



約 10:22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
是冬天的時候。
約 10:23 耶穌在殿裡所羅門的廊
下行走。



什麽是修殿節?

又稱為眾光節



(Shavuot)



修殿節, 是在猶太曆法9月25日（大約
在陽曆11-12月）開始，一連8天的節期。
紀念在主前大約160年間，馬克比世家
將敘利亞王朝安提亞哥的統治推翻，潔
淨聖殿。點燈潔淨的油，只有一天的份
量，卻在聖殿裡的金燈台延續了8天。
因此點蠟燭8天，以為紀念。

Hanukah (修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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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殿節



1 Maccabees 4:52-59 (KJV Apocrypha) 

52 Now on the five and twentieth day of the ninth 

month, which is called the month Kislev, in the hundred 

forty and eighth year, they rose up betimes in the 

morning, 

53 And offered sacrifice according to the law upon the 

new altar of burnt offerings, which they had made. 

54 Look, at what time and what day the heathen had 

profaned it, even in that was it dedicated with songs, 

and citherns, and harps, and cymbals. 

55 Then all the people fell upon their faces, worshipping 

and praising the God of heaven, who had given them 

good success. 

Hanukah (修殿節)



56 And so they kept the dedication of the altar eight 
days and offered burnt offerings with gladness, and 
sacrificed the sacrifice of deliverance and praise. 
57 They decked also the forefront of the temple with 
crowns of gold, and with shields; and the gates and the 
chambers they renewed, and hanged doors upon them. 
58 Thus was there very great gladness among the 
people, for that the reproach of the heathen was put 
away. 
59 Moreover Judas and his brethren with the whole 
congregation of Israel ordained, that the days of the 
dedication of the altar should be kept in their season 
from year to year by the space of eight days, from the 
five and twentieth day of the month Kislev, with mirth 
and gladness. 

Hanukah (Feast of Dedication)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
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

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
等候丈夫。
啟 21: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
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
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
們的 神。

Hanukah (修殿節) 新耶路撒冷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
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裡從天而降的聖城耶
路撒冷指示我。
啟 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
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啟 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
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啟 21:13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
三門，西邊有三門。
啟 21:14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
二使徒的名字。

Hanukah (修殿節) 新耶路撒冷



1. Hanukah (修殿節) 預表新天新地
信徒們永恆的家鄉是一個再造的
新天新地，那才是永遠的歸宿。

2. 耶穌基督是永恆的光。

3. 舊約的12與新約的12合成為24，
一切成為完美。

Hanukah (眾光節) 新天新地



感恩的季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