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棚節又稱收藏節︐為什麼要慶祝住棚節︖ 

 住棚節的開始發生在3500年前。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曠野神跟他們說要搭
棚︐因為神要他們和後代都紀念在曠野的日子︐神在各方面照顧以色列。 
現代猶太人的慶祝方式（住棚節習俗與意義補充在家事報告）︓ 

1.棚子 Sukkah 

 在七天的節期︐猶太人會住在戶外臨時的棚子(Sukkah)︐因為聖經說是「住」︐
所以猶太人會真的在裡面用餐和睡覺(有些不會過夜)。 

2.禱告流程 

第一個晚上要說的禱告有  

• 點蠟燭前的禱告 
• 感謝神供應的禱告 Shehecheyanu (之後幾天就不用再講She-hecheyanu的禱告) 
• 酒的祝福禱告 Borei peri haGafe 
• 感謝神給了住棚節這個誡命的禱告 
• 洗手的禱告 Netilatyedaim 
• 餅的供應的禱告 ha-motzi 
• 四樣東西的禱告 (見下面) 

3.四樣東西 (Four Species) 住棚節四寶 

 住棚節期間受過成年禮的男子每天要搖四樣東西︐可稱他們為住棚節四寶︓ 

• 棕樹上的枝子(  לולב  lulav)︓棕梠樹或椰棗樹︐不過是還沒散開的葉子︐要和下
面兩種物品綁在一起︐通常這個最長 

• 茂密樹的枝條:會用香桃木(הדס hadass)︐以斯帖的名字就是這個字 
• 河旁的柳枝︓就是柳枝 (ערבה aravah) 
• 美好樹上的果子 ︓枸櫞 、香水檸檬 (etrog אתרוג ) 

4.接待客人( Ushpizin) 

 從中古時期開始有了這個習俗︐會象徵性的邀請聖經人物(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摩西、亞倫…)來到棚內。 
5. 歡迎各國的人 

 據先知撒迦利亞預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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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14:16)」︐雖還沒發生︐但耶路撒冷已經習
慣每年各國基督徒來到耶路撒冷以示支持。 
6.讀傳道書 Qohelet 

 很有名的經文︓「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切的勞
碌，就是他在⽇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 
 但為什麼念傳道書︖看見喜樂的來源︐並不是從物質來︐而是從認識神(與家
人的時光)而來。 (傳道書5:18-20) 
 感恩︐因為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和禮物︐世界上縱使有勞苦︐因有從神來
的喜樂就不算什麼。 
7.求雨 

 如果秋天不下雨︐那以色列人隔年會沒水︐所以會求雨。 
8.住棚節第七天是 Hoshana Rabba (祈求大大拯救) 

 Hoshana就是和撒那︐意思是救我吧︕這天會繞七圈。 
9.象徵永恆的第八天的聖會Shemini Atzeret 

 住棚節的第八天是個獨立出來的聖會︐希伯來文的意思是第八天的聚集︐    
象徵永恆。 
 在以色列只慶祝一天︐其他國家的猶太人則是慶祝兩天︐第二天叫做歡慶    
妥拉節 Simchat Torah︐從這天一年的讀經計劃又從創世記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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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hlehem Bread of Life Christian Church
伯利恆611靈糧堂

社團法⼈伯利恆611靈糧堂  
電話：(05)537-2100      傳真：(05)537-5447        地址：雲林縣⽃六市⽂化路571號 
Ｅ-mail：bethlehem611.bol@gmail.com             Facebook粉絲專⾴：伯利恆611靈糧堂 

同建造 ⿑奉獻
         銀⾏：彰化銀⾏ 敦化分⾏（009）  帳號：5272-86-186786-00 
          ⼾名：社團法⼈伯利恆611靈糧堂 
        【請匯款奉獻後，再⽤左邊的QR code作登記，以便教會會計記錄。】

晨禱經⽂及⾏事曆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09/18 09/19 09/20 09/21 09/22 09/23 09/24
主⽇ 

領袖異象 
分享會

箴⾔ 6 啟⽰錄5 啟⽰錄6 啟⽰錄7 啟⽰錄8 詩篇 85 
吹⾓暨猶太 
新年主⽇

09/25 09/26 09/27 09/28 09/29 09/30 10/01
主⽇ 

吹⾓暨猶太 
新年主⽇

箴⾔ 7 啟⽰錄9 啟⽰錄10 啟⽰錄11 啟⽰錄12 詩篇 86 
贖罪⽇

崇拜 週六晚崇 主⽇崇拜 兒童崇拜 青年崇拜

時間 週六 19:00 週⽇ 09:30 週⽇09:30 週六16:30 

連結
崇拜線上同步

「伯利恆611靈糧堂」
Youtube頻道

洽教會
同⼯

禱告會 晨禱 ⽉朔

時間 週⼆⾄五
 07:00

每⽉第⼀
週五19:00

連結
晨禱線上同步

「伯利恆611靈糧堂」
Youtube頻道

聚會資料統計【2022-09-11】

崇

拜

主⽇崇拜 95(含線上⼈數)

奉 

獻

⼗⼀奉獻 $29,659

晚間崇拜 11 感恩奉獻 $8,600

兒童崇拜 5 建殿奉獻 $7,000

⻘年崇拜 9 其他奉獻 $0

崇拜總數 120 總⾦額 $45,259

聚會資料

Telegram🙌  新朋友歡迎表單

伯利恆⼤家庭專欄

405

318

318

560 銀⾏貸款
2021/10/31

第三期：裝潢款
2022/01/31前

第⼆期：⼯程款
2021/10/31前

第⼀期：頭期款
2021/07/31前

1,600

1,200

800

400

⺫標預算 累積奉獻

奉獻⺫標：$1,600萬
時間：2021.7-2022.1

287

累積奉獻：2,873,160元

無息借款： 
從22年起還款

500萬每期3.3萬

⽣命的糧
歡慶住棚節

你是園中的泉，活水的井，從黎巴嫩流下來的溪水。 

雅歌4:15

Pray

mailto:bethlehem611.bol@gmail.com


      感謝神! 這星期我們參加靈糧網絡

舉辨的『榮上加榮』的特會︐從星期

二到星期五︐神透過周神助牧師︐為

大家預備了豐盛的宴席。哈利路亞! 另

外︐我們也非常感恩神讓同工思惠的

手術成功︐他現在恢復中︐求神繼續

幫助他。阿們! 回顧這週的聚會︐神在

會中一直對我說話︐祂不停問我一個

問題︐我是否相信祂會復興雲林︐更

重要的是︐問我是否相信祂會復興伯利恆︐這個問題神不停重覆的問我︐代

表著我心中不完全相信︐我心中回應神只有一句︐神啊! 我信但我信心不足︐

請祢幫助我。 神在這次聚會中︐不停讓我看到聽到建殿的分享︐更讓我聽到

祂的同在充滿在祂的教會中︐感謝神! 神是真的︐祂要住在我們中間︐更要作

奇妙的事。 

啟1: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阿拉法，俄

梅戛：是希利尼字母⾸末⼆字），是昔在、今在、以後

永在的全能者。 

         

        神使611大家庭不單進入雅歌的水流中︐更重要的是同時在晨禱讓我們讀

啟示錄︐這都不是恰巧或人的安排︐這是神的預定︐更在這時刻︐神讓我們

參加榮上加榮特會︐神要告訴我們眾人︐祂是神︐祂是首先︐也是末後的︐

祂是全能者。 真的︐唯有祂是我們的家庭、是我們的社會、是我們的國家唯

一的拯救︐時候到了︐是我們新婦戰士呼求的時刻了!

傳道

家事報告跟隨神

       整個世界都在黑暗中: 疫情、經濟動盪、詐騙、猴痘、國與國關係

緊張等等, 在這末世中神對我們在什麼提醒︖我們怎樣站立得穩︖神給

香港611奇妙的帶領︐下週開始晨禱分享“啓示錄”!大家一定要每天緊貼

晨禱︐更要來到現場同心領受啓示!

每天跟晨禱  從啓示錄得啓示

【 領袖異象分享會 】
  每年一次的異象分享會︐去年因著疫情沒舉辦︐今年要再來跟大家

分享啊︕特別這一年︐神對伯利恆的帶領實在奇妙︐接下來更要真的

腳踏神給的頭一塊地∼天空樹︕我們要怎樣預備︖怎樣迎接這復興︖

一定要出席︕ 

● 日期︓9/18(日) 

● 時間︓早上11︓00-12︓00 

● 地點︓教會大堂

【走禱回顧-四湖、口湖 】

【 與神對齊 一起守節 領受祝福 】
  下周開始︐進入猶太曆一年中︐最高峰的一系列節期︓吹角、贖
罪、敬畏〸天、住棚。下周的節期主日︐你一定要預留時間回來︐跟
著教會一起守節︐與神的時間及心意對齊。 

09/24、25（六、⽇） 吹角暨猶太新年主日 

10/01、02 （六、⽇） 贖罪主日 

10/05 （三） 贖罪日禱告會（月朔合併） 

10/15、16 （六、⽇） 住棚主日 

猶太住棚節習俗與意義 

棚子︓紀念神在曠野的帶領︐也象徵我們在地上的短暫不過是寄居的 

棚子裡的裝飾︓通常是收成的農作物︐為要感恩神的供應 

搖四樣東西︓有解釋說從世界四個角落的人都要來敬拜神 

       感謝神︕今（9/15）日帶領我們在四湖、口湖二個鄉走禱。 

      行經在海線重要道路台17線時︐雖著實感覺正走在最硬的西海岸硬土上︐

但也相信藉著禱告︐神的能力不單正在改變地土︐也正在轉化人心。 

     頓時︐心中對神的信心與禱告的盼望也油然而起︐神的平安喜樂也湧入內

心︐一切的壓力與重擔就得著釋放。感恩︕藉著一次次的走禱︐神不但讓我

看見祂的作為︐也漸明白祂的心意。感謝讚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