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越” ַח ֶפ

亞筆

Pesach 的季節！

---Lecha Dodi！ 良人 去！
發布日期 5778 年 亞達
撰稿 Hephzibah
今

3

29 日。

喜悅 全球國度事奉中心

16 日日落開始進入聖經 份，一年之首的亞筆 。這是“逾越節”的

開始之前的 息日，在猶 人中被稱為

份，這個 份

Shabbat HaChodesh。今年是 息日

一起。 一個 息日是逾越節開始之前的 息日，被稱為 Shabbat Hagadol, 大

朔重疊在
息日。

很 意思，在希伯來聖經，“節 ” פֶח這個字出現過 62 次。“節”這個字和節期的 字出現在一
起，比如除酵節 3

31 日至 4

6 日  ֶ֮תֶּצַּ ַמה ֶפח,  פֶחצֶַּצג ַּמ，七七節 五旬節

 ֙ ֹת ֻ ָׁהמ，住棚節 9

24 日至 10

1 日 。 ֶֹֻּּ֛֮ג ַּמ ֶפח

但是和“逾越”連在一起的

一次，在出埃及記的 34

5

20 日 ג ֶַ֤פְח

25，ֶ֮ס ֶפ ֶפח，而此處它的英文表述確

實也是 Passover Feast,逾越節。而“逾越節”在聖經裡出現的地方，比如出埃及記 12 11，
12 48，它的希伯來原文，沒 “節”這個字，所以你可以直接讀

“這是耶和華的‘逾越’ 若

外人寄 在你們中間，願向耶和華 ‘逾越’”。
逾越節，這個耶和華 7 大節期中的第一個節期，極為重要的開始節期，似乎耶和華讓祂的約
民以色列百姓，要世世代代記住耶和華的動作 “逾越”，越過！ Cross over! Pass over！
而勝過注意“節日”的形式本身！而這個動作，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而 ，這是耶和華的約！這
是耶和華對祂百姓的救贖和

別！！值得世世代代去記念，去讚美，去尊榮！

To Remember , To Praise, To Honor!
將近 430 年， 的以色列百姓在罪惡的世界埃及，多麼濃厚的 化，多麼沉重的罪“軛”，多麼
大的羞恥！
但再重的軛，再重的羞恥，都不及良人的愛沉重！祂極其火熱的愛，為祂的新婦以色列爭戰！
祂沒

人，無人能 祂相爭！再高的山，再深的海，Yeshua 都可以帶以色列跨越！祂極重

無比的榮耀 恩典，將以色列背在雙翅，越門保 ！ 以賽亞書 31 5
祂就是這逾越節的羔羊，祂的寶血，是立約的記號，救贖的標
Yeshua 的復活！祂為 們 為初熟的果子

！在這個亞筆

，也是記念

林多前書 15 20 ，祂為 們戰勝死亡和陰間！

祂使祂復活的能力爆發在 們裡面！
Yeshua 把祂的以色列會眾 教會的原意 建造在磐石 ，陰間的門 權柄 不能“勝過”她！
馬 福音 16 18 以色列必會跨越，終能得勝，Overcome！因為這是耶和華的“逾越”！因

為祂 經復活！祂是猶大支派的獅子，祂 經得勝！
亞筆

！

們應該何等的喜樂！要讚美！要誇勝！靈魂體的救贖，靈魂體的潔淨

和華必如獅子吼

更新！耶

，子民必跟隨祂！耶和華的軍隊將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要為大君王的

回耶路撒冷，重回錫 ，聚 在流奶 蜜之地！高呼 奉主 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所愛的“以色列”！聽啊！是 良人的聲音！看哪！祂躥山越嶺而來！ 的良人對 說
佳偶，

的美人，起來，

去！因為冬

鳴 的時候 經來到！

歌 2

以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

的

百花開放，百鳥

8-13

榮耀至榮耀的季節！跨越陰間和死亡之門的季節！
從 國的門經過經過，進入寬闊不狹之地，新季節的時刻！
打開 們的靈魂體每一個細胞，聽！Shema ! YisraEl
“起來！ 心所愛，
後記

去！”

謝謝您長期以來的支持

喜悅 團隊在節期之間所

“Lecha Dodi！Come！My Beloved!”

完
陪伴，

們渡過每一個

息日和

的節期。敬請留意，

享的信息，渴想 您一起蒙福，更深經 祂。

們在 31 日逾越節當日，將一起慶 逾越節。 時， 們仍然會 為迎接五旬節，數算俄梅
珥的小冊子發行。今年數算俄梅珥的主題，
而是 49

們一起禱告的結果

不再為自

的屬靈旅程，

為以色列數算耶和華的應許！ 的回應是立刻的，讓 們看見祂對以色列的迫 心

意。而你 也在以色列會眾之中。
相信 5778-2018，這個全新奇妙的旅程，也會使所 誠心一起“跨越”的人，進入在 Yeshua 裡
真實的身份

位，跨越來到一個從未

過的高度

深度。在一年之首，

一個預備

齊，全

新的開始，領受今年 7 大節期， 要賜 的重重恩典 屏住呼吸，雖然會目不暇接，但接好
，目不轉睛。
期待更 識祂，更像祂，單單為祂火熱，為祂完全燃燒！
祂配得！祂是可稱頌的！
明

息日見。無論您在現場還是遠方的網路， 門為您敞開。以西結書 46 1 主耶和華如

此說，內院朝東的門，在辦理事務的六日內必須關閉，惟
感謝主 Yeshua 賜

息日和 朔必須敞開。

息日和 朔，並節期，祂使 們的靈魂體完全得醫治，得

原位，全然

盛！ 用這樣的方式，”強迫“ 們 祂的福 對齊！這樣的耶和華，這樣的好 ， 誰能相
比！祂永遠都是 息日， 朔和節期唯一的主角！

"Blessed art You,Lord our God,King of the Universe,who has given to us holidays,
customs, and seasons of happiness,for the Glory of our Lord Yeshua the Messiah ---the
Light of the world! "
“稱頌袮！主 們的

，

之王，袮賜給 們節日， 國的習俗，快樂的季節，稱頌獻給

們榮耀的主耶穌彌賽亞---世界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