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猶太新年– ֹראׁש הַׁשָּנָה (Rosh Hashanah) ︐意思是「一年之首」︐從這天起民曆進入
到新的一年。雖然說猶太新年是個快樂的節日︐但這個節日最大的重點是要「好好反
省自己的行為」︐因為這個節日跟9天後的贖罪日有很大的關係。 

猶太新年習俗與意義 
以下是猶太新年特別會吃的東西: 
• 蘋果沾蜂蜜︓象徵新的一年甜蜜蜜 (最常見) 
• 石榴︓象徵能有好行為︐就像石榴有好多種子 (代表遵守摩西頒佈的613好的誡命。) 
• 韭菜Karazi︓諧音「剪斷」︐象徵剪斷所有不好的事 
• Beets:諧音「離開」︐象徵離開所有不好的事 
• Gourd︓諧音「剪斷」︐象徵剪斷所有不好的事 
• 棗 Tamarim: 諧音「結束」︐象徵結束所有不好的事 
• 魚頭︓象徵作頭不作尾 
• 蜂蜜蘿蔔︓象徵新的一年甜蜜蜜 
• 圓餅Challah︓圓餅象徵皇冠、象徵神是我們的王 
   一年一度的贖罪日(Yom Kippur יום כיפור)︐是一年最莊重的日子︐在有聖殿時大祭司
一年一次進至聖所贖罪的日子︐現在也是以色列全國不工作不開車的莊嚴肅穆日子。
在過完吹角節、或說是快樂的猶太新年 ראׁש הַׁשָּנָה (Rosh Hashanah) 之後緊接著就是贖
罪日︐這兩個節日中相隔的9天稱為神大而可畏的日子︐猶太人必需好好反省、悔改以
及求神的寬恕︐重新與神和好。 
●第一個重點︓放在如何刻苦己心 
13歲以上的人都要禁食禁水25小時︐從第九天的日落到第〸天的日落。當然也不能工
作、不能洗澡、不能有性生活、不能穿皮革的衣服、不能擦香水也不能看電視。有些
人會去曠野默想︐大多數人就算平時不去猶太會堂聚會︐今天也不會錯過。這天全國
上下都不工作︐不會有公車、不會有景點開門、甚至連邊境都暫時關閉︐家裡的電視
也不會開。著名的贖罪日戰爭就是因為阿拉伯人看準猶太人多麽看重這天︐刻意發動
攻擊。 
●第二的重點︓要禱告 
拉比相信沒有聖殿的情況下要用禱告作為祭獻給神 
●第三個重點︓行義 
僅僅禁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照顧窮人、寡婦和孤兒。 
【 贖罪日習俗與意義 】 
1. Kol Nidre: 每個人穿白衣︐連妥拉都蓋上白布︐象徵在神面前的得潔淨。 
2. Yizkor: 紀念去年過世的家人的活動。 
3. Jonah: 聚會時會念約拿書︐紀念神的寬恕和憐憫。也會念利未記關於贖罪羔羊那
段。會眾會念悔改的禱告。  
4. Neilah: 意思是拿鑰匙鎖起來︐好像從新年開始名字被寫在生命冊後︐把這本書鎖起
來︐今年就別再打開看啦︕猶太人會說︓「祝你已被鎖上且有美好的一年」(G’mar 
Chatimah Tova) 
5. Shofar 吹號角:  
   利未家的後代會協助亞倫家的後代(現在還是有利未人)︐在會眾前洗手︐然後用祭司
的祝福來祝福大家。 
之後會有人吹號︐吹完號角︐贖罪日就結束了。 
然後大家就可以吃東西囉︕ 

關於贖罪日在聖經的記載為︓利未記16:29-34、利未記2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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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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 09/12 09/13 09/14 09/15 09/16 09/17
主⽇ 箴⾔ 5 啟⽰錄1 啟⽰錄2 啟⽰錄3 

⾛禱-四湖.⼝湖
啟⽰錄4 詩篇 84

09/18 09/19 09/20 09/21 09/22 09/23 09/24
主⽇ 箴⾔ 6 啟⽰錄5 啟⽰錄6 啟⽰錄7 啟⽰錄8 詩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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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4】

崇

拜

主⽇崇拜 99(含線上⼈數)

奉 

獻

⼗⼀奉獻 $31,145

晚間崇拜 16 感恩奉獻 $1,142

兒童崇拜 6 建殿奉獻 $4,400

⻘年崇拜 9 其他奉獻 $0

崇拜總數 130 總⾦額 $3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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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累積奉獻：2,866,160元

無息借款： 
從22年起還款

500萬每期3.3萬

⽣命的糧
猶太新年

我兒，你要吃蜜，因為是好的； 

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覺甘甜。 

箴言24:13 

mailto:bethlehem611.bol@gmail.com


   伯利恆家人平安︕ 願神的同在大大充滿在

每位伯利恆的家人中。 在我們的祖母堂中︐

從他們 開始釋放 〸 誡 中 的 第六誡 不 可殺人

後︐幾乎每週神的同在並祂的奇妙︐不間斷

地發生在他們中間︐神更感動他們在兩週前

分享舊約書卷雅歌︐透過人的愛情把神對人

更深層的愛表達出來︐這也是611從建立而來

的第一次︐張牧師和張師母與眾分堂表示︐

過去無法進入雅歌的經文裡︐因著我們有限的經歷︐未能體會經文的深度︐

但隨著教會跟隨神走過廿一年︐神終於帶領可以進入經文︐哈利路亞︕ 也因

著張牧師和張師母對眾611兒女的愛︐他們也希望我們從這週開始到住棚節︐

一起進入聖靈引導的雅歌水流︐而高潮就會在住棚節中︐讓我們的喜樂不間

斷︐更是為著保守我們從神而來的喜樂爭戰到底︐在現在的世代中︐很多事

情都奪走了我們的喜樂︐詐騙集團的黑暗、疫情、戰爭、經濟下滑、家庭關

係破裂等等 . . . .︐這都是要把我們從神而來的喜樂奪走︐但是神的百姓啊︕我

們要起來︕為著我們自己和家人與仇敵爭戰到底。 

賽65：1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 

             沒有稱為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 

    神藉著以賽亞先知告訴祂的百姓︐祂一直都在︐祂更期待祂的百姓回轉尋

找祂、跟隨祂︐縱然面對多大的困難︐仍然信靠祂、跟隨祂。 親愛的家人︐

是的︐現在無論你在任何的境況中︐我們仍然要抓住神︐為著神定意要給我

們的喜樂爭戰到底︐我更鼓勵每位伯利恆家人與我們一起同心跟隨著香港祖

母堂︐因為神在這裡︐神在祂自己的殿中︐也就是今天每所611的教會中。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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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我們所愛的Peter 牧師Daisy師母於8月中回娘家︐就是回祖母堂香港611靈糧堂三個月︐

再次浸泡在生命樹的養份下。剛巧回去不久就有香港611的Being夫妻營︐他們參與在當中︐夫妻關

係更親蜜與甜美︐生命也更突破。祝福Peter牧師Daisy師母︐多多浸泡及領受︐把生命樹的氣息及

養份帶回台灣︐我們也要經歷及領受︕

 ▲從左起：⾺來⻄亞GA611 Amos牧師 Esther師⺟、香港
611張牧師張師⺟、香港奇妙611錦華牧師妙兒師⺟、台北
611 Peter牧師 Daisy師⺟  ▲Peter牧師& Daisy師⺟

Peter 牧師 & Daisy師母 領受生命樹氣息 每天跟晨禱  從啓示錄得啓示

【 跟隨神：不可殺人系列 】
    透過一次次讓我們的心更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但到底

在現今這個社會︐什麼是不可以殺人?透過香港611張恩年

牧師的跟隨神當中︐讓我們更具體的明白︐要如何真的

可以進入”不可殺人"的真理當中︐非常精彩不可錯過。只

要進入教會網站︐就可以輕易地找到囉︕ 

鼓勵小組長帶著組員一起領受、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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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雲 林 禱 告 殿 走 禱 
      - 四 湖、口 湖 】

中秋節快樂！

     每月兩次的雲林走禱又來了︕歡迎弟

兄姊妹一起參加︐與雲林復興有份︕ 

● 日期︓9/15（四） 

● 時間︓上午8︓50至12時 

● 地點︓四湖鄉、口湖鄉 

● 連絡︓同工光明

God With Us.▲ 掃描ＱＲ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