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光榮(Honor)又再分為天賜的(ascribed)及博得/贏得(acquired)，而後者又再與以下的挑戰

與睿智(Challenge-Riposte)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包括挑戰及反應，成為一場博奕，原本的

光榮會在眨眼間失去，尤其是全家人的光榮甚是重要。 
- 至於，羞辱(Shame)也分為負面(-ve)及正面(+ve)。當為了別人的光榮而自己甘心受辱，

這就是正面的羞辱/羞恥心(馬太福音 10:38-39)。羞辱又與一個人的工作有關，例如以下的

人往往被視為在羞辱中：妓女、旅館工作人員、戲子/演員。 

- 有關古近東的羞辱觀，男性的羞辱是可以被扭轉，但女性的羞辱卻往往是永久性。 

(2) 挑戰與睿智回應(Challenge- Riposte) 

- 這是一種社會階級的名譽遊戲/競逐，往往都是在公眾場合中發生。 

- 例子：法利賽人在公眾場合中，公然挑戰耶穌與罪人和稅吏一同吃飯。 

- 另一個關於挑戰與睿智回應的特色，就是被挑戰的人物往往是已經被認定有忠誠，因此

挑戰者的目的是要藉挫敗對方而推倒那被挑戰的人的忠誠，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馬太福

音 4:1-11 的耶穌被魔鬼試探。當中耶穌憑著天父的說話睿智地回應魔鬼，這是一個很有

學習價值的屬靈功課。 

- 由此亦衍生一個對聖經人物屬靈狀況的了解，到底那些聖經人物才是對上主忠誠呢？例

如創世記 12:10-20 的亞伯蘭及埃及法老; 20:1-18 的亞伯蘭與基拉耳王亞比米勒; 22:1-19 的
亞伯蘭獻以撒。 

(3) 從屬或排除觀(Ingroup and Outgroup) 

- 首先有兩個關鍵詞：Coalition (聯盟)及 Faction (集團)，前者是一個不恆常的組織，是基

於某一些短期共同目的而締結；而後者卻是一個恆常的團體，當中往往是維繫於一個人物

作為整個集團的領袖。 

- 正因為有此分別，他們就必須同時分辨出從屬的成員，只要是不屬於其中一份子，排斥

就出現，以保持組織的穩定性。 

- 因此，從屬者往往是對集團有非常高的忠誠度，而因為彼此的認同，內圈人往往亦都是

最能坦誠交通的群眾。有沒有記得耶穌用比喻的目的就是一例(馬太福音 13:10-17)。 

-  舊約之中有以撒及以實瑪利(創世記 21:1-21)，後來又有雅各及以掃(創世記 25:19-34)的
經典例子，而這種從屬或排除觀亦經常發生在族群之間(創世記 21:22-34)。 

- 而在新約之中，這種從屬或排除觀更常常發生在耶穌傳道期間，尤其是在馬太福音中，

眾多的被稱為門徒的人群，常常繞著耶穌，但到底有多少真正是門徒/神的子民，馬太把

這個問題展示在他的讀者面前，以作警醒。 

 



第一課：節期和宗教 (引言：路得記 Ruth 2:1-7 & 17-23) 

節期一詞(ַחג, chag; מֹוֵעד, mo'ed; ἑορτή, heortē) 是指一些定期的社群活動，原意是要認定神

在祂子民之間的存在及工作。因此，在不同的民族中間，都夾雜著一些類似的元素，例如

祈求神靈的保護及供應。可是，在以色列的每一個節期慶典，都是與上帝如何拯救以色列

民作為背景(Backdrop)和依歸，上帝是如何把以色列民由於他們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困阨，

與上帝的關係一度掉入破裂的狀況，而且多之重複，後來又因著悔罪，可以修正回到一份

與神和洽的關係(peaceful relationship)。 
 

安息日(ַׁשָּבת, shabbath) 
安息日是第一個耶和華神祂與祂的民與時間有關的訂定活動。對於猶太人尤為重要，因為

是上帝叫人可以得安息的日子(出埃及記 Exodus 20:8-11)。到了兩約之間的時間，包括被

擄歸回等等歷史因素，於是乎引伸出很多另類猶太人的安息日條例，例如安息日對人的種

種生活限制(例如路加福音 13:14-15 的醫治爭議)。可是，安息日的本身，是給神與祂子民

交通的日子，就如馬太福音 12:8 中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而在約翰福音 John 5:17 中，

耶穌更說：「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這充份反映出安息日是神為人在休息期

間，可以與祂交往而特別設立的。 

其中最主要的經文就包括： 
(1) 利未記 Leviticus 23 – “耶和華的節期”** 留心這些節期都是耶和華“我 My”的節期 v.1 
(2) 民數記 Numbers 28-29 – 一年之中各時段的奉獻 (緊接著的第 30 章卻是人與人之間許願

的問題，其中以“言出必行”為核心意義，) 
(3) 申命記 Deuteronomy 16 - 逾越節、七七收穫節、住棚節 ；(結束以秉公審斷和神討厭的

偶像敬拜) 

曆法與節期的關係 

 



 

 

簡介一些特點： 
1.猶太人曆法是由尼撒月開始(陽曆 3/4 月間)，因此以陽曆計，每年受難/復活節都不是同

一天。  
2. 猶太人的新年是在陽曆九月和十月之間的時間，。 
3. 猶太人的閏月一定是在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即亞達月。 
4. 猶太人新年後加 7 天就是贖罪日，而贖罪日後再加 7 天就是住棚節。 
    猶太人新年 +7 天 → 贖罪日; 贖罪日 +7 天→住棚節 
5. 猶太人的住棚節往往都是中國人的中秋節，也是猶太人新年第 14 天後的那一天。 
6. 巴勒斯坦地區的氣候(Climate)屬於地中海氣候，冬天濕，夏天乾旱。 

猶太人三大節期特色(主句：“這要成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1. 逾越節/大麥收割節 

- 在希伯來文中，逾越(ִּפְסָחא, pischa'; ֶּפַסח, pesach; Πάσχα, Pascha)的意思是源於埃及時的

十災最後一災的經歷，同時也是春季。這可參考出埃及記 Exodus 12:12–17 的事蹟。而自

此之後，猶太人會在家中舉行“逾越節家宴 Seder”，目的是記念昔日上帝如何帶領以色列

人的先祖離開為奴的埃及地。在宴席中間，家中最年長的長者就會在席間，由最年青的男

孩發問歷史的因由，而長者就必須要一一重頭申述。而席間所吃的無酵餅，就是記念昔日

在趕急的情況下(出埃及記 Exodus 12:7; 13:3-10)，因而沒有時間再發酵製作日常所吃的麵

包。另外，席間會吃一種苦菜，讓眾坐席的人再次憶起昔日在埃及為奴的苦況。在席間所

飲的紅酒，就是要向上帝作出感恩的表示。 

2. 五旬節/小麥收割節 
- 五旬節又稱之為七七節，是記念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後的第 50 天(出埃及記 19:1-11 中的出

埃及之後第三個月)，不單是指以色列民到達西奈山之後，摩西上山領受由耶和華神所頒下

的十誡。後來五旬節更進一步，結合初熟節，由初熟節算 50 天(安息日次日)，那一天全



民有聖會，目的是感謝上帝的賜福和收成，因此那一天又稱之為“小麥收割節”，整個記念

活動的詳情都記錄在利未記 23:10-11; 15-21。 

3. 住棚節期/葡萄收成節 

- 原希伯來文( ַחג ַהֻּסּכֹות, chag hassukkoth, σκηνοπηγία, skēnopēgia, Sukkot)，原意是指“棚
屋”。記載於利未記 Leviticus 23:33–36; 39–44)，以色列全民慶祝 8 天(由兩個安息日包裹

在首尾兩天)，當中包括在第 3 天的贖罪日，及第 8 天的妥拉日。 
- 在節期期間，猶太人會築起一座臨時的棚舍，7 天之內在裏面活動，包括進餐、接待朋

友家人、休息和睡覺。為的是紀念昔日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及漂流在曠野中共四十載，特別

之處，在這四十年間，耶和華一直提供所有猶太人的飲食需要，尤其是嗎哪及鵪鶉。 
- 住棚節的第七天稱為 Hoshanah Rabbah，在節期最後一天有聖會，亦即“妥拉節 Torah”，
以宣告神的話作結。 
- “在猶太會堂，住棚節的每天，禮拜者手拿住棚節四樣植物環繞會堂遊行，並朗誦詩篇

118 篇 25 節「耶和華阿，求你拯救！」（Ana HaShem, hoshia nah），隨後是專門的禱告。

在耶路撒冷聖殿存在的時期，還舉行柳樹枝紀念儀式，將柳枝堆在在祭壇旁，禮拜者環繞

祭壇遊行並朗誦以上同一節詩篇 118 篇 25 節的聖經。”1 
趣聞：近年有不少研究耶穌誕生日期的學人，根據路加福音與歷代志上的記載作出推算，

他們指出，耶穌基督的出生日期應為住棚節，其實是有一種前設：就是住棚節的“住在神

子民中間”的意義，與“耶穌道成肉身”十分接近。可是，這種神學建築，並沒有甚麼大

意義，因為即是如此，耶穌的拯救工作才是主體神學，由來亦可能只是與後來猶太人的成

人禮（bar mitzvah，13 歲）有關。 

其他猶太人節期： 
吹角節(民數記 10:10)、贖罪日(Yom Kipppur; 利未記 10)、普珥日(以斯帖記)、燭光節/修
殿節(Channukah; 次經第二馬加比書 10:6) 

節期到了新約時間的改變 
如上文所述，以色列民經歷了很多的政治、宗教、民生等等劇變，節期的本身意義也改變

不少，例如燭光節/修殿節已經是與猶太人的獨立運動與政治拉上緊密的關係。後來，到

了耶穌的新約時代，祂更需要面對主要來自於猶太宗教領袖所提出的安息日相關挑戰，他

們所引起的總總扭曲宗教操作爭議，並對神創造的曲解，以至對神的屬性的含糊引述，耶

穌都需要一一面對。 
在耶穌表示“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而是要成全。 18 我
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直到一切都實現 (馬太

福音 5:17-18) ”，我們就可以預期到耶穌的遭遇一定會不好過，而最後耶穌的死被指是與

宣稱自己是“猶太人的王”有關，其實已經表現出猶太人的神學有幾諷刺――自己的靈性

與及神學的無知，最後在否定耶穌真正的身份下把祂殺死。如此看來，節期和慶典都未能

夠把猶太人帶回與神保持正常的屬靈關係。 
可幸，耶穌卻準確地把逾越節的拯救意義，重新鞏固，叫有耳聽見的神國子民可以藉著聖

餐來不斷得到提醒及堅固。因此，逾越節餐與聖餐，在意義上也有相同的拯救象徵意義。

這方面我們可以參考路加福音 22:17-20 及馬可福音 16:16，哥林多前書 11:27-29。 

  

 
1 * Reference: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t/住棚節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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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Category:Sukkot?use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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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s://www.cclifefl.org/View/Article/6266 
此文章由雅米事工原創，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自“雅米——聽見年輕基督徒的聲音！www.ya-
mi.org 

紀念上帝賜給他們新生命的日子，記念上帝的拯救。那一頓飯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最後一

餐，從那一個晚上之後，以色列人不用繼續在埃及人面前擔驚受怕，他們要完全脫離奴役，

從奴隸變成神的選民。 
“耶穌接過杯來，祝謝了，說：你們拿這個，大家分著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

這葡萄汁，直等上帝的國來到。又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舍的，你們也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

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加福音 22 章 17-19 節） 

參考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sfzlUtLls (【認識猶太曆法】_逾越節宴席

_Full-HD_60fps.mp4) 

  



 
來源: https://kids.krt.com.hk/3280/逾越節──紀念主的救贖/  

逾越節是三大節期之一，紀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為奴之地，獲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