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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有七個節日:  Seven Feast in the Bible  

                     逾越節 -- Passover  

初春              無酵節 ---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初熟節 --  Feast of Firstfruits 

春末              五旬節 -- Pentecost 

秋季              吹角節 --- Feast of Trumpets  

                     贖罪日 --  Day of Atonement  

                     住棚節 --  Feast of Tabernacle  

 耶和華的節期，就是你們到了日期要宣告為聖會的，乃是這些「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

和華的逾越節」。 

 (利未記 23:4 – 5)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在可怕的逼迫中！他們被法老的殘酷暴君俘虜。他們的孩子被謀殺！他們的

處境似乎無望！他們看不到任何出路！  

1. 是耶和華神透過摩西告訴法老要使以色列人恢復他們的身分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 3:8)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

之重擔的。(出 6: 7) 

 接著十災就展開了就是為著讓以色列百姓可以脫離法老的控制, 脫離法老的罪惡的權勢 

 我要將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別出來。明天必有這神蹟。8:23.至於以色列中，無論是人是

牲畜，連狗也不敢向他們搖舌，好叫你們知道耶和華是將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出來。』

11:7 



 『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事奉

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出 4:22,23) 

 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 頭生的時

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出 12:13 
 

2. 神重新設定月份, reset.就是一個要斷開這個罪惡權勢的標誌。 

 也就是說要斷開老我脫去老我的身分，然後穿上一個新的衣服要取得一個新的身分。然後重新設

定一個新的座標，重新訂新的時間， 

 所以以色列百姓離開的那一個月，耶和華神說是第一個月叫正月。 
 

一. 逾越節 -- Passover  (希伯來文: Pesach)  ַסח     פֶּ

出 Ex.12:1-4 耶和華在埃及地曉諭摩西、亞倫說：「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你們吩咐以色

列全會眾說: 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隻羊羔,本人

就要和他隔壁的鄰舍共取一隻.你們預備羊羔,要按著人數和飯量計算. 

5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你們或從綿羊裏取，或從山羊裏取,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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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表基督受難 

 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 - 或譯：背負)世人罪孽

的！(約 1:29) 

 羊羔選好察驗四天是否殘疾 = 耶穌被試驗四天。人發現祂毫無瑕疵 (約 19: 6) 。  

 耶穌就是在那天進耶路撒冷(約 12:1, 12,15)，就拿著棕樹枝出去迎接他，喊著說：和散那！奉

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 

 你們既是無酵的麵，應當把舊酵除淨，好使你們成為新團；因為我們逾越節的 羔羊基督已經被殺

獻祭了。(林前 5:7-8) 
  

 

                                                                                            起初, the first,  Adonai  

                                                                              

 

                                                                                            the last , cross 十字架的主 

  

                                                                                             joing together , become bound 

                                                                                             (nailed to)連接 



  起初和末了的--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

終。」I am Alpha and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啟 22:13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約 1:3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

與自己和好了。(西 1:20)                                                           

原文內容 原文直譯 

   

             

起初，  

 

上帝創造天和地。 

   
00430 名詞，陽性複數 

   
上帝、神、神明  

   
00853 受詞記號 

   
不必翻譯  

   
08064 

冠詞    + 名詞，陽性複數    
天  

   
00853 

連接詞    + 受詞記號    
不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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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越節的羔羊必須在昏時被殺(出 12:6)。「黃昏時」的原文是「在斜陽之間」，意思是

「從正午〔12 時〕到日落〔6 時〕的中間」，就是在下午 3 時。耶穌在逾越節〔1 月 14

日〕的申初〔下午 3 時〕斷氣(太 27:46-50) 
 

原文內容 原文直譯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0430&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0853&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8064&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0853&m=


       

             

           

     

你們要將牠保留  

直到本月十四日；  

…以色列全會眾要宰牠。(…處填入下行)  

在黃昏的時候， 

 

 7 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את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 

 人民要拿一些血塗在屋子的門框和門楣上，並且在屋裏吃羊肉。(新譯本)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裏有

生命，所以能贖罪。(利未記 17:11) 

 祂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書 1:19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來 9:22 

 

 原文內容原文直譯 

                               他們要取點血，         塗在…兩

邊的門框上和門楣上。  

          他們要在那裡吃牠的房屋 
 

8 當夜要吃את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 

 得救，一方面是神滿意，一方面是我們改變。塗血，叫神滿意；吃肉，叫我們改變。血是

塗了，但是，我要問肉吃了沒有？肉吃在肚子裏，有甚麼用處呢？就是被你消化，變作你

了──變作你的肉，你的骨了。如果你只塗血在外，沒有吃羊羔的肉在你生命上就難有改

變，就必定軟弱，沒有能力作一個得勝的信徒。你必須在塗血時，當夜就要吃羊羔的肉。 

 基督給我們兩樣的恩典，一即稱義，一即成聖。 

「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吃。」酵，指罪；無酵，指除罪。你要塗血，你也要吃肉；同時你必

須有無酵餅，你並需恨惡罪。 

 無酵餅 Ma’tzot           Mits’vot 誡命  

 苦菜- 帶著受苦的心志過無罪的生活 



 在逾越節以色列百姓所吃的這個無酵餅也是預表著耶穌的身體, 我們知道耶穌準備要上十

字架之前跟他的門徒吃了最後的晚餐其實這個最後的晚餐就是逾越節的晚餐在馬太福音第

26 章 26 節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 

 所以耶穌就是那個即將被破碎的那一塊餅，當耶穌他在最後的晚餐拿起這個無酵餅撥開給

門徒的時候，其實他所預表的就是說，你們要吃這個我即將要被破碎的身體。因為這是你

們生命的來源，這是你們生命的救贖必須要吃的這一個餅。 

 9 不可吃生的，斷不可吃水煮的，要帶著頭、腿、五臟，用火烤了吃。 

 耶穌被掛在木頭上，為我們受了咒詛(加 3:13)，是因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賽 53:5)。然而，祂的骨頭一根都沒有折斷(民 9:12; 約 19:36)。 

 10 不可剩下一點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燒了。 

 11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原文內容 
原文直

譯 

         
 

原文字 SN 按連結查字

典 
字彙分析 原型 原型簡義 備註 

   
03602 

連接詞    + 副詞    
這樣  

   
00398 

動詞，Qal 未完成式 2 

複陽    
吃、吞吃  

   
00853 

受詞記號 + 3 單陽詞

尾    
不必翻譯 

§9.14 3.1

0 

   
04975 

名詞，雙陽 + 2 複陽

詞尾    

腰、腹股之間的

部份 
 

 

 所以人一吃羔羊的肉，就有力量要準備和教會一同追求，來走神屬靈的道路。 

 他領自己的百姓帶銀子金子出來；他支派中沒有一個軟弱的。(詩 105:37) 

 12 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

及一切的 神。我是耶和華。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3602&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0398&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0853&m=
http://bible.fhl.net/new/pimg/9.14.png
http://bible.fhl.net/new/pimg/3.10.png
http://bible.fhl.net/new/pimg/3.10.png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4975&m=


 13 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

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 

 原文內容原文直譯 

           我一見這את血，就越過你們去。   

三. 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 大有功效! 

1.「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羅 5:9 

2.這血就是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來 9:20 

3. 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 

4. 是赦罪的根基-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5. 是潔淨的根基-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6. 血是我們親近神的憑藉-靠著他的血, 已經得親近了。 

7. 血是基督徒交通的根基- 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

領基督的身體嗎？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出 12:41) 

 「你們要記念這日，守為耶和華的節，作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出 12:14) 

 

   
02146 

介系詞    + 名詞，陽性單數    
紀念 (memorial, reminder)  

   
02287 動詞，Qal 連續式 2 複陽 

   
守節、慶祝  

   
00853 受詞記號 + 3 單陽詞尾 

   
不必翻譯  

   
02282 名詞，陽性單數 

   
節期、節慶  

  

原文內容 原文直譯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2146&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2287&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0853&m=
http://bible.fhl.net/new/s.php?N=1&k=02282&m=


           

           

       

「這日要給你們作紀念，  

 

你們代代要守它為雅威的節日，  

 

你們要守它為永遠的定例。 

三. 逾越節與聖餐: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 - 

有古卷：擘開)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

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

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林前 11:23b -26)  

這血就是 神與你們立約的憑據。來 9:20 
 

三.逾越節的奧秘-偉大的救贖 

1. 象徵新生命的開始。重新訂新的時間。 

2. 使以色列人恢復他們的身分- 恢復我們的身分。 

3. 我們被分別出來.主耶穌為我們流寶血救贖我們。 

4. 脫離法老的罪惡的權勢。 

5. 重新認識新的權柄，現在你們是屬神的。 

6. 新生活運動的開始。跟隨主耶穌走天路。 

7. 重新設定一個新的座標，向著神為我們所訂的目標努力. 

所有的節期乃是預表基督。逾越節也是基督受難日，基督徒不特意守逾越節，卻要守聖餐，

就是基督在受難之前與門徒所守的逾越節筵席，以擘餅和分杯記念主與我們所立的新約。藉

著聖餐記念基督為我們捨命，使我們也效法跟隨，與祂聯合，直等到祂來(林前 11:2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