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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逾越節(出 12:1-20;利 23:1-4;申
16:1-2)

2.無酵節(利 23:5-8;民 28:16-25;申
16:3-8)

3.初熟果子節(利 23:9-14)
4.五旬節(利 23:15-22;民 28:26-31;申

16:9-12)
5.吹號角日(利 23:23-25;民 29:1-6)
6.贖罪日(利 23:26-32;民 29:7-11)
7.住棚節(利 23:33-44;民 29:12-40;申
16:13-17)

摩西的七個聖節



利 23:1-4
⚫ 耶和華對摩西說、

⚫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耶和華的節期、
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 六日要作工、第七日是聖安息日、
當有聖會、你們甚麼工都不可作、
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
的安息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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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第七日是安息日

月

年 第七年是安息年
猶太人日曆的正月

Tishri

Nisan

神定日曆的七月

神定日曆的正月(出
12:2) 猶太人日曆的七月

日,月,年的安息循環



• 聖會(Mgra)希伯來原文的意義是-
演習(利 23:2,3,4,7,8)

• 節期(Muodi)希伯來原文的意義是-
赴約(利 23:2,4)

原來摩西節日有預言的性質-演習赴約

節期是未來事的預言(舊約)



• 節期、月朔、安息日-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
基督(歌羅西書 2:16,17)

•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
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
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
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
成全(馬太福音 5:17,18)

節期是未來事的預言(新約)



逾越節 -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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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12:3)
耶穌在初十騎著驢駒子進入耶路撒冷
(太 21:1-11;馬 11:1-11; 路
19:28-40; 約 1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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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2:6)
耶穌釘十架是在逾越節(約 19:14)



猶太人在逾越節分享的無酵餅(matzah) 
有三塊，當中的一塊被擘開, 用細麻布
裹好, 收藏, 找出, 然後分享。
他們…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
料裹好了(約 19:40)

逾越節 - 無酵餅
耶穌拿起餅來, 祝福, 
就擘開, 遞給門徒、說

, 你們拿著吃．這是我
的身體(太 26:26)



逾越節 - 祝謝杯
又拿起杯來, 祝謝了, 遞
給他們, 說… 這是我立
約的血, 為多人流出來, 
使罪得赦(太 26:27,28)

猶太人在逾越節的筵席，用紅酒加溫水
飲用。猶太人拉比不明白其中原因。
只是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不
打斷他的腿。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
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約 19:33,34)



無酵節 - 背景
七日之內要吃無酵餅、就是困苦餅．

（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
一世記念你從埃及地出來的日子(申
16:3)。

無酵是代表耶穌基督是無罪的。
林後 5: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
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 神的
義。



無酵節 - 困苦餅

以色列人叫無酵節餅作困苦餅,餅上有
小孔(象被刺穿),有條紋(象被鞭打)。

賽 53:4-5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責
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那知他為我
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
鞭傷我們得醫治。



初熟果子節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逾越節 無酵節 初熟果子節

耶穌的死 耶穌的無罪 耶穌的復活

林前 19:23 -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
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後
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



五旬節 - 背景
五旬節是初熟果子節後 50日。五旬的
意思是五十。申16章 又叫五旬節 做
七七節。七七 = 49 日之後的那日，
就是五旬節。 又名收割節(出 23:16)
。
利 23:17 要從你們的住處取出細麵伊
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兩個搖祭的
餅、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



五旬節 - 真正收割
在五旬節, 聖靈降落,教會誕生 (徒 2 
章)

外邦人的收割:
•五旬節 要加酵 (利 23:17) 
•外邦人信主，如不潔的動物被潔淨
(徒 10 章)
•撒瑪利亞人信主、如莊稼熟了、〔原
文作發白〕可以收割了(約 4:35)
•馬可福音第七章耶穌基督繞道去外邦
人那裡。



吹號角日

利 23:24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

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
作記念、當有聖會。

太 24:31 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
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
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方原
文作風〕



贖罪日
利 23:27,28 七月初十是贖罪日…要
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贖罪。

亞 12:11,12 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
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
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
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為
我愁苦、如喪長子。 那日耶路撒冷
必有大大的悲哀。



住棚節
利 23:34 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
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
亞 14: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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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萬族中、
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
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

啟 21:3 看哪、 神的帳幕在人間．他
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 神
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 神．



摩西的七個節日
逾越節
無酵節
初熟果子節

五旬節

吹號角日
贖罪日
住棚節

耶穌基
督第一
次來臨

耶穌基
督第二
次來臨

外邦人
的收割

(羅11:25)



結語
出埃及記

(23:14-16)
申命記
(16:16)

一年三次、你要
向我守節。

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

除酵節 除酵節

收割節 七七節(五旬節)

收藏節 住棚節

我們願意收割地上的利益還是得人?
收藏地上的財富還是寄望將來的赴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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