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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何要了解猶太節期?
2. 行這禮是甚麼意思？
3.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

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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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未記 23:1-2 我指定的節日,你
們應當召集聖會

•節日(feast,「mo’edim」)

•聖會(sacred assembly,「miqra」)

•過去發生的,神的慈愛與供應的
記念與提醒

•指向彌賽亞第一次和第二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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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命定时刻,不是你信心大小的问题,
而是神打開天门,神圣造访的时刻

•创造之前何事已發生？

路19:42-44耶穌走近耶路撒冷…因
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因為你沒
有抓住神臨到你那裏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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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期是後事的影兒

•西二: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
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
你們．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
形體卻是基督

•後事:耶穌舍身流血的救贖



6

三大節期:利23

• 逾越節,五旬節與住棚節,以色列男
丁每年三次上到耶路撒冷守節

• 全國可以齊心一意把一切注意力,
讚美,奉獻,和崇拜全歸給耶和華，
加强與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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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如何在逾越節命定时刻带出
神蹟：

• 約二13: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
耶路撒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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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如何在逾越節命定时刻带出
神蹟：

• 太二六1~2，17~29:上十字架前，
與門徒在耶路撒冷一同吃的最
後晚餐就是預備逾越節筵席前
的無酵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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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何要了解猶太節期?
2. 行這禮是甚麼意思？
3.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

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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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聖曆正月(擄到巴比倫以前
稱「亞筆月」Aviv）= 這個月是
俗年七月 = 擄到巴比倫後這月稱
為尼散月十四日)

• 当以色列出埃及,神向以色列说
“你們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
之首”

逾越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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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是個新的開始,
却不是神最原始的開
始

逾越節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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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 Pesach 無酵節 Hag Hamatzot 初熟節 Hag Habikkurim 五旬節 Shavuot 

尼散月十四日 逾越節第二天舉行 尼散月第十七日晚十八日 初熟節算起第五十天

4/14 4/15 4/16 6/4 

 

吹角節 Rosh HaShana 贖罪日 Yom Kippur 住棚節 Sukkot 

猶太新年七月初一 提斯利月第十天 提斯利月 15-21 日

9/25 10/4 10/9 
 Sukkot 是一個新的開始（神原创的心
意）之後以色列进入奴隶的捆绑

神重新设定新的開始，将时间赎回使属祂
的百姓可以重新回到祂原始心意的循环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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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Passover(希伯來Pesach)
• 出12:13 Pesach指”越過”,”將翅
膀張開為了保護覆蓋”

• 出12:3-6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家
取羊羔一家一隻』，用四天的時間
豫備。到本月十四日…把羊羔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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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缅 祖先受埃及苦役，神
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脫離奴役
的身分获得自由前往迦南美地的日
子
出12:27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
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
他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
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

救恩(Deliv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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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拯救的時候
(逾越節),以色
列人來到紅海

為什麼紅海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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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越節期持續七天
• 逾越節只一天，除酵節再延
續六天。這就是逾越節期也
能稱為除酵節期的原因

路加二十二:7『除酵節，須宰
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到了。』

記念逾越節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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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二:8 當夜要喫羊羔的肉、用
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
9 不可喫生的、斷不可喫水煮的、
要…用火烤了喫
11 你們喫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
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喫、這是
耶和華的逾越節

以色列百姓記念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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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羊羔的肉
•神給以色列人喫羊羔肉正確方法：

•不生吃不要煮必須是烤的

•火烤:神施行審判的聖潔忿怒

•水煮:經歷苦難但不是聖潔之火
的苦難,僅是逼迫之苦

以色列百姓記念逾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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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菜
•記念主恩典,思想埃及為奴日子

•對基督徒來說，思想主的恩典，
神把我們從為奴的日子拯救出
來.意思是悔改，對於罪惡經歷
一種苦味

以色列百姓記念逾越節



21

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
緊地喫:
• 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 救赎天门打開:一夕之间神震动
埃及,使以色列居头不居尾

• 逼迫你的埃及人,你将不再看到

神命定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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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是審判还是救赎的日子，
看你住那边,过去预备的是？

•门楣上没羊羔的血:经历審判

•逾越節獻羔羊(羊羔的血代表
罪得洁净) = 耶穌犧牲贖罪设
立新约

神命定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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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ua Is The Passover :

http://youtu.be/5tYs3c4qxY4

Play YouTube Clip 
(4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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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何要了解猶太節期?
2. 行這禮是甚麼意思？
3. 耶穌: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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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22:19-20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
開…“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飯
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
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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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羔羊
•正月初十被選好
•耶穌時只有伯利恆的羊有資格被獻
•橄欖山東邊從羊門被帶到耶路撒冷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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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
•生在伯利恆
•正月初十到橄欖山從羊門骑驴進耶
路撒冷
•進城時眾人把棕樹枝鋪在路上呼喊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指明耶
穌是以色列的彌賽亞-群眾選定了他
們的逾越節羔羊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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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十二章:本月初十日…取羊羔…5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6 要留到
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
全會眾把羊羔宰了

•羊羔:選好察驗四天是否殘疾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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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被試驗四天
•被以色列會眾察驗(祭司,長老,文士
和法利賽人)
•祂毫無瑕疵(約8:46;19:6)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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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四號早上:
•羔羊

•被牽到祭壇，早晨九點鐘羊羔被
捆綁放到祭壇上公開示眾

•耶穌
•正月十四號早上被釘在十字架上，
在加略山公開示眾(路二二7～8，
14～15，約十八28)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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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點整
•羊羔

•大祭司上祭壇,吹角,三點鐘大祭
司會割斷羊羔喉嚨宣布「成了」
•tetelistai 意思是「債全都
還清了」

•耶穌也在那個時候大聲喊「成了」
之後斷氣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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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獻祭需要六小時
•掛在十字架六小時

•羊羔必須是頭生的
•耶穌是神頭生的兒子

•羊羔骨頭不可折斷（出12:46）
•耶穌骨頭一根也沒折斷(約19:33）
•应验弥赛亚预言(诗34:20)

耶穌第一次來: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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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 Pesach 無酵節 Hag Hamatzot 初熟節 Hag Habikkurim 五旬節 Shavuot 

尼散月十四日 逾越節第二天舉行 尼散月第十七日晚十八日 初熟節算起第五十天

4/14 4/15 4/16 6/4 

 

吹角節 Rosh HaShana 贖罪日 Yom Kippur 住棚節 Sukkot 

猶太新年七月初一 提斯利月第十天 提斯利月 15-21 日

9/25 10/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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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未记23:6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
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
• 出12:14－36除酵(酵預表罪)
• 记念埃及匆忙离开

= 
• 耶穌進聖殿攆出兌換銀兩的人

• 為逾越節做預備潔淨父神居所

除酵節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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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酵餅Matzah掰開
• 預表耶穌受死

• 賽53:5他被壓傷，被鞭傷
• 撒迦利亞12:10 他被扎

除酵節 - 除罪脫離為奴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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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穌是無罪的生命的糧:
• 慶祝除酵節用四個杯,無酵餅掰開
後半塊放進Afikoman藏起來直等到
用第三杯時才拿出來放在桌子上

• 耶穌受死第三天復活

除酵節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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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
• 除酵和吃無酵餅 = 除去罪

• 基督徒蒙福有一個條件
• 也要除去生命的酵(罪)
• 撒旦過去奴役我們(罪),活得
很貧窮

• 耶穌為我們死,釋放我們,過自
由富足的生活

除酵節 (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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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 Pesach 無酵節 Hag Hamatzot 初熟節 Hag Habikkurim 五旬節 Shavuot 

尼散月十四日 逾越節第二天舉行 尼散月第十七日晚十八日 初熟節算起第五十天

4/14 4/15 4/16 6/4 

 

吹角節 Rosh HaShana 贖罪日 Yom Kippur 住棚節 Sukkot 

猶太新年七月初一 提斯利月第十天 提斯利月 15-21 日

9/25 10/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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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節(Feast of Firstfruits)
1.尼散月十七日晚上慶祝:
• 為大麥初收割感恩
• 因為初熟開始後收成便會接續而
來,初次收割是未來更大收穫的
應許

利未記23:9－14以色列人被吩咐
• 拿初熟大麥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
• 獻上初熟莊稼之後才吃任何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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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熟節 (Feast of Firstfruits)

1. 耶穌復活當日正是初熟節
林前十五20如果初熟是豐碩的,
那麼全熟也是豐碩的

• 榖物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時,慶祝
耶穌的復活,表明祂自己在天父面
前為我們從死亡中成為初熟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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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拉太5:16－25當順著聖靈而
行…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
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初熟節(Feast of First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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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八:4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
臘山上

• 方舟著陸豫表基督復活

• 基督在十四日被殺，而在本
月十七日復活，應驗了方舟
在同月十七日停在亞拉臘山
上的豫表

初熟節(Feast of First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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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ua, Our Passover Lamb :

http://youtu.be/iUrgYoSJ-Kc

Play YouTube Clip 
(6 min)



彼得前書1:18-19：你們知道，
你們得以從你們祖先傳下來虛
妄的行為中救贖出來，不是靠
著會朽壞的金銀等物，而是憑
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
無玷污的羔羊的血。

逾越節血的救贖與拯救的大能



•葉光明醫治釋放事工:宣告「羔羊
的血已把我從仇敵的手中贖回了」

•若憑信心宣告,會從仇敵的權勢獲
釋-那正是逾越節的信息

•當我們慶祝逾越節,宣告祂救贖的
能力今天在我們的生命中,這節期會
在我們的裡面發生功效

逾越節血的救贖與拯救的大能



將血塗在門楣上的,靠耶穌寶血,逾
越節的羔羊,從法老的奴隸(貧窮,捆
綁,囚禁,挾制)中被救贖出來
•你為何事掙扎？仇敵如何攻擊你？
今天宣告:所有的貧窮疾病軟弱在你
的生命領域中毫無主權
•天使天軍已被差派出來,處境不同
了,並且醫治昌盛的門要打開

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