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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大而可畏的日子
—安息日、逾越節、贖罪日的意義
楊旦甯牧師 (Pastor Daniel Yahav )

利

未記廿三章特別提到八個
節 期， 這 八 個 上 帝 設 立
的節期在歷史上有非常屬
靈、超自然的意義，其中有一半已
經按照順序成就了，另外四個先知
性的節期，將來必要成就。這些節
期的含義過去似乎被封印，然而現
今上帝要將它揭開。

「我聽見這話，卻不明白，就
說：我主啊，這些事的結局是怎
樣呢？他說：但以理啊，你只管
去；因為這話已經隱藏封閉，直
到末時。必有許多人使自己清淨
潔白，且被熬煉；但惡人仍必行
惡，一切惡人都不明白，惟獨智
慧人能明白。」( 但十二 8-10)

神的時間表

10 好消息

2018 / 11 No.287

翻譯◎傅璐璐

整理◎莊恩慈

楊旦甯 Daniel Yahav 牧師是以色列籍猶太人，耶穌的跟隨者。

生於 1959 年的以色列雅法，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兒子，曾任
以色列陸軍少校，並於 Galtronics 公司擔任國際事務經理達 11
年。過去 35 年來，Daniel 牧師在提比哩亞市加利利海濱的毘努
伊勒教會擔任長老及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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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廿
三 1-2) 上帝揀選這設定的時間，

生的，叫以色列頭生的全保住了。

有祂對人類救恩的計畫。其中有

也稱為初熟果子節。

住棚節則是上帝要以色列人記得，
在曠野時住在帳篷中的日子，也
是收割之後慶祝的節期。七七節

三個節期，要召所有以色列的男
丁到上帝面前 —逾越節、七七

真正的安息

節、住棚節。如逾越節講的是出埃

安息日是從創世記第二章而來

及前，滅命使者殺了埃及所有頭

( 創二 2-3)，上帝創造之工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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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成為聖日，我們要按神的
律例，遵守安息日。「當記念安

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
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
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
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
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
都不可做；因為六日之內，耶和
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
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
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出廿
8-11) 身體的休息是一種表達，如
果在禮拜日一整天，腦袋都在思
想週一的事，就沒有安息。進入
安息等於認同上帝，因為上帝休
息，祂也叫我們要休息。
到了新約，上帝還是提到要進
入祂的安息（來四 9-11）。以色
列的百姓雖然信心滿滿地從埃及
出來，卻沒有信心進入應許之地
( 來四 1-2)，全部死在曠野。只有
約書亞和迦勒得以與新世代的人，
進入迦南地。我們在世面對挑戰，
不要像以色列子民一樣悖逆（來
三 7-11）。
基督徒所謂的安息日，應是我
們曾為罪的奴僕，而耶穌拯救我們
脫離了罪 ( 羅六 16-18)。安息日提
醒我們，過去活在什麼光景，如
今上帝藉著耶穌將我們帶回。「耶
和華說：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
怎樣在我面前長存；你們的後裔
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每
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氣的必
來在我面前下拜。這是耶和華說
的。」( 賽六十六 22-23) 不管在
千禧國度或永遠的將來，都要如
此記念安息日。

逾越節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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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廿三

4-5) 這是一年的第一
個節期，猶太曆是按
月亮的節期來定，第
一個月在春季 ( 三、
四 月 之 間 )， 逾 越 節
是正月十四日。正月
十號，耶穌和逾越節
的羔羊都要帶進猶
太人家裡 ( 出十二 14)。這隻羊在家裡等候五天，直到
十四號才宰殺。基督也經歷同樣
的 事 ( 約 十 二 1，12)， 逾 越 節 前
五天，那天是正月十號，耶穌進
入耶路撒冷時，所有群眾呼喊「和
散那、和散那，奉主名來是應當
稱頌的」。因此，當耶穌如此榮
耀進城時，象徵著神逾越節的羔
羊，進入祂的京城，如同逾越節
的羔羊進入以色列家一樣。
逾越節羔羊是要一歲的公羊羔。
耶穌以人的形像來看，是完美、沒
有殘疾的。祂是上帝無罪的羔羊，
唯一走過人生的旅程，卻沒有犯
罪，也是唯一守住所有摩西律法
的人。逾越節羊羔和耶穌都在正
月十四日被犧牲了。( 出十二 6；
太廿六 1-2；約十八 28) 從第一次
逾越節的羊羔被宰殺，一千五百
年之後，真正的逾越節羊羔耶穌
也十分準確地在同一時間死了。
因為不想讓滅命的使者誤殺了自
己家人，也將血塗抹在門上。所有
家庭都等到黃昏，才可以殺逾越節
羊羔，同時要立刻烤了吃。還要躲
進自己家中，讓寶血遮蓋你。
耶穌早晨九點被釘在十字架上，
直到當天下午三點斷氣 ( 路廿三
44-46)。 逾 越 節 羊 羔 是 基 督 的 影
兒，上帝吩咐以色列人，逾越節
羊羔只能用烤的，不可以用水煮
( 出十二 8-9)，象徵耶穌為我們的
罪而死，罪若不得赦免，就得進
入永火中，接受永遠的刑罰。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那時太陽

要下山，接下來是無酵餅節。在
安息日，大家是不可以工作的，
按照摩西的律法，任何人被判了
死刑掛在樹上，不可以讓屍體留
在樹上過夜，要在入夜之前，將
他從樹上取下來埋葬。所以，法
利賽人一方面不公義的判了耶穌
死刑，但另外一方面，又非常宗
教化，不容許屍體一直掛在十字
架上，必須按著律法，把祂從十
字架上搬下來埋葬。
宗教真是誤導人，讓人自以為
義，光是靠這些傳統律法是不夠
的，我們需要有神在心裡，也需要
聖靈來引導，不然就像這些法利賽
人，耶穌說他們濾出蠓蟲，卻把駱
駝給吞進去。
上帝要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說，
吃逾越節羊羔時，不可將骨頭折斷
( 出十二 46)。由於時間的限制，
便要羅馬士兵加速這些受釘者死
亡，他們打斷耶穌左右兩邊強盜的
腿骨，卻打不斷耶穌的腿。「這些

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
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 約
十九 36) 逾越節的羊羔就是彌賽亞
耶穌，只有相信祂，進入神家中的
人，才有機會吃到這肉，不給外邦
不接受基督的人吃 ( 出十二 43)。
羔羊的血要用牛膝草蘸在血裡，
塗在門的特定地方。耶穌釘在十
字架上時，聖經記載他們拿牛膝
草蘸醋給祂喝 ( 約十九 29)。黎巴
嫩的香柏樹相當輝煌，神的聖殿
都用這樣的樹木當建材，相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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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牆邊的牛膝草是最常見又卑
微的，當上帝要他們以牛膝草蘸
血塗在門上，象徵要以謙卑的心
來到上帝面前，不能自以為義；
如同耶穌說過法利賽人和稅吏在
聖殿的禱告一樣，我們要像稅吏，
謙卑求神赦免我們的罪，我們需
要神的恩典。
血要塗在三處：「拿一把牛膝

草，蘸盆裡的血，打在門楣上和
左右的門框上。你們誰也不可出
自己的房門，直到早晨。」( 出
十二 22) 聖經講到上頭的門楣和
兩邊的門框，希伯來原文的門檻
是 caph，是指上面的門楣、左右
兩邊的門框，和下面的門檻。caph
在其他經文的翻譯大多指下面的
門檻，如此翻譯才能形成十字架，
與耶穌釘在十字架相輝映。
以色列民帶羊羔進家裡養了五
天，後來在門口殺了牠。因為 1. 沒
有時間把羊牽到村外，在別的地
方宰殺。2. 此時已經不必擔心衛
生問題，因為當天就要離開這個
地方。3. 神已經說血要塗在門的
上頭、左右兩邊和下面，成為一
種保護。門前通常有一個小溝，
門口的泥巴地都被踩得很硬，當
羊羔被殺流血，會形成一灘，就
能拿牛膝草蘸血，塗在門楣和門
框、門檻上，如此，上下左右形
成十字架的預表。十架的四個點：
耶穌的頭、兩隻釘痕的手和腳上
的釘子，象徵我們也因十字架，
得以從罪的奴役中被拯救出來 ( 羅
六 16-18)。
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後，哥林多
前書提到他們有如在紅海裡面受
了洗禮，神的雲柱遮蔽他們；我
們也受到水的洗禮，還有聖靈與
火的洗禮；他們朝向迦南應許之
地，而我們朝向天上的耶路撒冷
去：他們在曠野裡面走了四十年，
就像人一生的情況，我們行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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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要憑著信心、帶著盼望，
有一天與主相遇。

贖罪日的意義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七月初
十是贖罪日；你們要守為聖會，並
要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獻給耶
和華。當這日，甚麼工都不可做；
因為是贖罪日，要在耶和華─
你們的 神面前贖罪。當這日，
凡不刻苦己心的，必從民中剪除。
凡這日做甚麼工的，我必將他從
民中除滅。你們甚麼工都不可做。
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作為世世代
代永遠的定例。你們要守這日為
聖安息日，並要刻苦己心。從這
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
為安息日。」( 利廿三 26-32)
經文中，「刻苦己心」提到三
次，在希伯來文意思是最強烈的
痛苦，神設立這個日子不是為了
歡慶，而是悔改，在主面前流淚哭
泣的日子。儘管這不是一個誡命，
但卻是很好的傳統，不可以吃喝
意謂這一天，在以色列什麼事都
不做，沒有電視、收音機、汽車、
火車、飛機等，全部都要停止，
當然也不可以工作。
利未記十六章記載，大祭司要
在贖罪日這一天，為全國的百姓
贖罪。但是，亞倫的兩個兒子，
因為獻凡火而遭上帝擊殺。當時，
亞倫與他的後裔要進入祭司的職
分，接受非常特別的袍子。在此
之前，有一整個星期預備的過程，
而最後一天，火會從天上降下來
燒在祭壇上，那是非常榮耀且令
人驚嘆的偉大日子。祭司們覺得
自己很特別，全國人的眼目都盯
著他們，因他們是蒙揀選站立在
神面前，這是何等的榮幸！
上帝已經吩咐所有在會幕中要
做的事，在裡面使用的火只能從
祭壇上取，因為這火是從天上降

下來的，祭司要日日夜夜經營壇
上的火，不可以熄滅。當祭司拿
著香爐 ( 香壇 ) 來到上帝面前時，
要先到銅祭壇，將裡面的火盛出
來。壇裡的香料要怎麼預備，上
帝也都吩咐過，但亞倫的兩個兒
子犯了錯，他們沒有從燔祭壇那
裡取神的火，而是在旁邊找火和
煤炭放進香爐內，再將香料撒在
上頭。突然之間，火從天上下來，
將這兩人燒死，亞倫和所有人都
嚇到了！
希伯來書十章提到神是烈火，
而啟示錄第五章提到，香是聖徒
的禱告，通常香要成為馨香的氣
味，需要經過火，一旦香料撒在
燃燒的煤上，就會升到天上神那
裡，火就是聖靈。上帝希望我們
能在祂的靈裡禱告，聖靈有智慧、
聰明、謀略、能力，但另一種世
界的智慧，是屬鬼魔的。亞倫的
兩個兒子取其他的火，代表敬拜
神時帶著世上的靈，如何將好的
香料和粉末，傳達到天上？
亞倫與這些祭司要穿上的，是
相當榮耀的祭司外袍，在此之前
穿的，只是很單純簡樸的祭司外
袍，他們要先潔淨自己，接下來
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國家獻祭，
然後進入會幕和至聖所，那裡沒
有別的人，只有他自己。他帶著
神所吩咐的火進至聖所，要先經
過幔子，在進入幔內前先將香料
的粉，撒在煤上，才有雲彩往上
升，到神的面前。「拿香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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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面前的壇上盛滿火炭，又
拿一捧搗細的香料，都帶入幔子
內，在耶和華面前，把香放在火
上，使香的煙雲遮掩法櫃上的施
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
牛的血，用指頭彈在施恩座的東
面， 又 在 施 恩 座 的 前 面 彈 血 七
次。」( 利 十 六 12-14) 在 13 節
有一個警告，就是必須將香料撒
在火上，免得祭司自己死亡。這
是非常可畏的日子，大祭司一年
只一次進入至聖所，血要以特別
的方式去彈，先舉手向後 ( 東面是
會幕的入口 ) 縱彈，再回到施恩座
前橫彈，如此彈七次後，就形成
了一個十字架。
一年中至聖的那一日，在至聖
所裡面上帝的同在裡，大祭司要
將血彈出一個十字架的形狀，這
是一種象徵，也是影兒，表示將
來有一天，神要獻上這完美的祭
與救贖，犧牲自己的獨生愛子，
如同亞伯拉罕獻以撒一樣。上帝
從兩個基路伯中間看見至聖所內，
施恩座上的十字架，約櫃裡面的
十誡法版就如同律法般，被血所
彈出來的十字架形狀遮蔽。十字
架如同一張赦免的信用卡，在耶
穌付代價之前，上帝已經預先提
供這個赦免給我們 ; 上帝願意赦免
並遮掩我們的罪，也算好有一天
耶穌要付的代價。
所有耶穌以前的聖徒，如約瑟、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大衛等
人，都是稱為義的，雖然他們也
犯罪，但有基督的靈在他們裡面。
因著他們對神有信心，希伯來書
十一章也提過，他們因相信神，
這就算為他們的義，這早已算在
將來有一天，耶穌要償付的代價
上，我們也獲得相同代價的饒恕。
「以下是耶和華論到以色列和
猶大所說的話：耶和華如此說：
我們聽見聲音，是戰抖懼怕而不

平安的聲音。你們且訪問看看，
男人有產難嗎？我怎麼看見人人
用 手 掐 腰， 像 產 難 的 婦 人， 臉
面 都 變 青 了 呢？ 哀 哉！ 那 日 為
大，無日可比；這是雅各遭難的
時候，但他必被救出來。」( 耶
三 十 4-7) 耶 利 米 發 出 這 個 預 言
時，以色列老早被放逐到敘利亞，
到了耶利米的時期，猶大被擄到
巴比倫，因此講的不是當時的年
日，而是未來的年日。「耶和華
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
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我也
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
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
耶和華說的。」( 耶三十 3) 歷史
中將近兩千年，都沒有發生這樣
的事，一直到最近一百年前，以
色列和猶大回到自己的地土。在
尼希米、所羅巴伯的時代，只有
少數的人回到猶大和便雅憫地，
可是整個國家都回歸，是只有到
近代才發生。
神又提到那一天是恐怖懼怕的
日子，沒有平安，只有戰爭，男
子緊張困擾到一個地步，手插腰
好像婦人要生產的疼痛一樣。整
個國際社會都反對以色列，當然
也有例外，但整體來看，目前慢

慢朝向以色列、猶大、雅各產難
的時候前進。神說這一定會發生，
現在世界各地反猶太主義越來越
囂張，在法國，猶太人都不敢戴
著傳統的小帽走到街上，在歐洲
其他地方也是這樣。

「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
耶路撒冷各國的民。」( 亞十二 9)
主說，在那日定意要滅絕所有來
攻擊耶路撒冷萬國的民，這就是
最後的戰役。但是祂還不能再來，
因為以色列要先求告他們的彌賽
亞，歡迎祂來。上帝會澆灌祂的
靈，打開以色列人屬靈的眼睛，認
清耶穌就是彌賽亞。( 亞十二 10)
這樣的事必發生，以色列和萬
民得著這啟示，就要真實悔改，
這是贖罪日最精髓的部分，這是
悔改的日子。地上萬族的人都要
因為耶穌的再來，而悲哀痛苦，
就好像埃及為他們的長子守喪哀
哭一樣。但以理書最後一章提到，
當聖徒的手被打散，一切都要結
束。「我聽見那站在河水以上、
穿細麻衣的，向天舉起左右手，
指著活到永遠的主起誓說：要到
一載、二載、半載，打破聖民權
力 的 時 候， 這 一 切 事 就 都 應 驗
了。」( 但十二 7)

11/10 起，每週六《特會精選》10：00-12：00
將播出「迎接大而可畏的日子」
11/10
11/17
11/24

八大節期的意義 安息日

楊旦甯

逾越節的意義

楊旦甯

贖罪日的意義

楊旦甯

末世的徵兆與預備

周吉仁

住棚節的意義

楊旦甯

在主愛中成長

艾德．哈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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