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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讀「出埃及記」、「利未記」的時候，可以看到神對祂的選民，有很清

楚的旨意，神，用祂大能的手，把祂的選民從埃及地領出來，目的就是要建立

一個「祭司的國度」。 

 

祂要把原本一群當奴隸的、屬神的百姓，培養成「聖潔的國民」， 

祂要神的選民，從此以後過一個與世人有分別的生活。 

所以，神給選民目標，就是在他們日常生活裡面，過著「聖潔的生活」。 

在「利未記」裡，我們就看到神一直強調祂是聖潔的神，祂一直強調，祂就是

這些百姓的神。然後祂要百姓成為聖潔。 

 

在「出埃及記」十九章中，我們看到了神宣告的目標： 

就是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要在百姓的身上實現。 

然後，在「利未記」裡面，我們看到了神，祂細膩的、詳細的， 

為百姓做了許多生活上的吩咐，從他們要怎麼敬拜神開始。 

他們要怎麼樣跟神親近？就是要藉著「獻祭」來蒙神喜悅。 

然後在百姓當中，要怎樣建立有祭司的職分？以及扮演在神面前中保的角色？ 

 

神也關心到百姓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應當吃什麼樣的食物？ 

他們應該要住什麼樣的房屋？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裡，他們應該要怎樣保持聖

潔？在有疾病的時候，應該要怎樣潔淨自己、潔淨他們的環境？ 

神關心百姓的生活習慣，在神對百姓的吩咐裡，一直強調著一件事。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從前住的

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裡人的行

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你們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

此而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

必因此活著。我是耶和華。』」(利十八 1-5) 

 

神特別提到：「不可以沿襲他們在埃及時的風俗。」 

因為他們在埃及地過了 400 多年，已經是經過很多代了。 

從生活習慣來看，他們就像埃及人一樣，因此神說：「不可以。」 

所以，神要把他們帶離開埃及，進入迦南美地，因此，他們的目標就是要進迦



南地。在他們還沒進去之前，神跟他們說：「不可以跟隨迦南人的風俗。」 

你絕對不可以效法他們的行為，也不可以照他們的惡俗去行。 

因為，他們將進入一個新的環境，那環境本身也有一些當地的文化習慣。 

所以神特別把話講在先：「不可以跟隨他們的惡風俗。」 

這個風俗，都是在強調「淫亂」的惡俗。 

也就是說：在迦南人的習慣裡，這些亂倫、逆性的事，是司空見慣的， 

他們的行為，讓這塊土地被污穢了。 

所以，神說要把這一群人趕出去，要把他們滅絕， 

因為他們的罪惡，已經達到神面前，神不能再容忍了。 

 

神造人，設定了人與人之間，應當有的倫理制度。 

當人順從肉體的情慾，依自己的喜愛去行的時候，人就放棄了神的原則， 

甚至連婚姻、家庭的原則都消失了，所以神要把這些罪惡滅絕。 

這是為神特別吩咐的： 

 

所以，你們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你們隨從那些可憎的惡俗，就是在你們以先

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十八 30) 

 

要記住神所講的話，神再一次地強調著：他們的風俗習慣，你們不可以效法，

如果你們跟著他們做，你們就被汙染了。因為百姓的目標，是要成為神聖潔的

國民。所以，要小心當地人的風俗。這些「風俗」，是怎麼形成的呢？每一個地

方，都有它特定的生活步調，這個生活步調，基本上都跟當地的居民「放假

日」有關係。他們甚麼時候放假？會影響到到我們的生活習慣、生活方式，其

實，節日本身其實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在美國，我們的生活步調，就是隨著放假的日子，來決定的不是嗎？ 

什麼時候有長假，我們就會有計劃安排做什麼事？ 

學校什麼時候放假，家長就為學生安排適當的活動。 

在年底，要過「感恩節」的時候，很多人就會回到他們的家鄉去，跟家人團

聚。所以，在每一年開始時，都會有所謂的「行事曆」。 

這個行事曆，就是讓我們以放假日為基準，來設計我們的生活步調的。 

所以，我們做什麼事情，都會有一個計劃，我什麼時候，該準備做甚麼事？ 

其實，以色列百姓在迦南人的眼中，他們是外來的人，他們要進入迦南地的土

地，就要照神的吩咐，完全地把外族除滅才行。其實，就總人口數來看，以色

列的選民不算多，大概只有 1、2 百萬人。 



在聖經裡，沒有具體的去算說迦南人，到底有多少人？ 

不過，我們知道一個數字：百姓的人口總數一定是少的。 

迦南地的這些城邑，每個城都有一個王，就好像是一個國度一樣，有很多、很

多的居民。 

比如當時的耶利哥城，就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那幾個大城市的人加起來，都比以色列選民總數還多。 

他們少數人，要進入一個多數種族存在的環境裡，是一定會被影響的。 

因此，神才跟他們說：「當地的風俗你不可以效法。」 

 

神的節期 

神若沒有為百姓訂一個新生活步調，他們就會自然地跟隨當地人的生活模式

了。所以，神吩咐他們不可以做甚麼事情？同時神也告訴他們，應當怎麼做？ 

當神說：不可以跟隨迦南人的風俗的時候， 

神特地為百姓訂出：祂們每一年的生活步調，應該怎麼安排？ 

 

就在利未記廿三章中，我們看到神特別訂了幾個日子， 

這些日子跟百姓要過聖潔的生活是有關係的， 

就是要讓他們，跟當地的風俗有分別，是有關鍵性的因素、影響力的。 

 

安息日 

在在利未記廿三章，神訂了許多節日，我們仔細算，共有「七個節日」。 

這七個節日的第一個是「安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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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聖安息日，當有聖會；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這是

在你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利廿三 1-3) 

這是神所指定的節日，神要摩西宣告給百姓知道，宣告為「聖會」。 

所以這裡有兩個名詞：「節期」跟「聖會」。 

 

神說：「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聖安息日。」「安息日」的時候，就應該要有聖

會；而且還特別強調：什麼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說：你不用擔心要吃甚麼？喝

甚麼？到神面前來就對了！這樣的一個安息日觀念，神說：不管住在哪裡都要

遵守。所以，不管我們在哪裡，都要向神守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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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廿三 4) 

 

意思是：神的節期，就是到日期，你們要宣告有聖會的特殊日子，就是這些。 

在要宣告這些特殊節日之前，要先講「安息日」。這表示每一週的安息日，跟接

下來的這一年中，神所訂的這七個節日，是百姓他們的「生活基本步調」。他們

在安排生活作息的時候，都要「以神為中心」的生活模式。 

 

這樣的生活步調，也是今日的我們應當學習的，神的選民，若真的照神的吩咐

過日子，他們的每一週，都是以「安息日」為中心，那他們在神特定的日子裡

預備自己，他們就可以領受，神所應許的福氣。 

然後，他們就能體會：神所說的話都是真的。 

進而，他們在面對進迦南所有的爭戰，他們就有信心，可以得勝。 

他們若願意照神的吩咐，那他們就可以在神所賜的土地裡，安然居住了， 

這個土地、這個地區，就會變成一個神所祝福的地方。 

 

在這裡，人可以享受自由，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很喜樂。 

沒有很貧窮的人，也不會有非常富有的人，每一位活在神的應許地的人，都非

常滿足。他們相信，也會敬拜這位賜給他們福氣的神。 

所以，利未記廿三章，就是告訴我們，要怎麼樣過一個「以神為中心」的生

活。 

 

其實，當聖靈來啟示我們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其中真正的意思了！ 

因為律法在基本上，就是要引我們到主耶穌面前。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羅十 4) 

 

我們剛才讀的利未記十八章第 5節，跟我們讀過的第 30 節，都重複強調： 

「如果能夠遵行神所吩咐的，就可以因此活著。」 

神告訴百姓的規矩，他們要去做！ 

 

神訂節期給百姓，要調整他們的生活步調，其實，就是要他們能夠，在這個應

許地世世代代居住。事實證明，百姓沒有辦法這樣，他們把神的律法忘記了，

他們跟隨當地人的風俗。他們在神的面前，罪惡沒有辦法得到赦免，「罪」累積

到神憤怒的程度，就已經沒有辦法用其他方式解決了。最後神讓百姓被擄到外

邦去，土地就荒涼了。所以，人靠自己是根本行不出來的。律法本身只是個影



子，律法最後總結就是在「基督」身上，所以主耶穌基督來了，就把這些律法

成全了。 

今天的我們，已經在基督耶穌裡，當我們看這些律法跟節期就會發現， 

其實，神要我們的就是用「心靈」跟「誠實」來拜祂。 

因為，我們已不再受這些律法所訂的日子限制住了。 

但是，這些律法的節期，所告訴我們的精神跟意義， 

在基督裡面我們還是可以一樣享受。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們）一切

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

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

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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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西二 13-17) 

 

17節特別強調這些律法、條例，其實都是後事的影兒，形體卻是基督。 

律法這些條例，是要讓我們過聖潔的生活，在神面前蒙悅納來得福氣。 

今天在主裡面，我們不再殺牛、殺羊來獻祭； 

也不用再跟隨猶太人的日子，說：今天是哪個逾越節？今天是甚麼除酵節？ 

我們在真教會裡，每一年有二次的靈恩佈道會，這就是「屬靈的祭期」。 

這就是我們在基督裡要來享受的，是神訂的日子，有所有的福氣。 

若能從利未記裡的節期，看到神所要給我們的福氣，與祂設節日的精神， 

若能預備自己，我們就可以享受神在律法裡，所應許的所有歡樂跟祝福。 

 

逾越節、無酵節 

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利廿三 5-6) 

 

我們看到他們都是以「宗教生活」為開始的。正月 14 日是逾越節、正月的 15

日，就是向神守無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 

 

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出十二 2) 

 

第一個月，就是指他們在出埃及的那一年，那年就是第一年的第一個月， 

這個就是他們的新生活的開始。所以，以色列選民他們有二個律法，一個是他

們自己的信仰生活；另一個是他們的跟一般的民族，可以互通的生活。 



吹角節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當有聖

會。」(利廿三 24)  
 

這裡說：七月初一，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當有聖會。 

七月初一時，不管是在哪一天？就是當作安息日來守，要吹角通知大家， 

大家聚在一起，要有聖會，這個叫做「吹角節」。 

其實這一天，在他們民間的行事曆裡，就是他們的新年，就是他們新的開始， 

從這一天開始，七月一開始，他們就要耕種，又開始又要忙碌了，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用這兩種不同的行事曆，在引導他們整年的生活。 

 

聖會 

在個節期中通常都會提到：「聖會」這個名詞，這個聖會就是 holy，意思是：

「神聖的」。也就是說：他們因一個神聖的目的聚集在一起，就像是一個

meeting 一樣，就是一個會議。通常要招聚百姓來聚會，都要吹角，讓大家知

道。所以，在曠野的時代，神就要百姓他們做「兩枝銀號」，這兩枝銀號， 

就是在節期時要吹的，為了要招聚百姓，一起來到神面前，像要開會一樣的。 

這不是一般人說的，要投票決定生活瑣事的聚集，神定這個日子，就是要舉開

聖會的日子。在神指定的時間裡，他們要有一個特殊的聚會，來學習神的律

法。有七天的時間，都是要當作聖會來聚集的。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

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利廿三 6-7) 

 

「無酵節」的第一日要有聖會。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是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利廿三 8) 

 

這個第七日也是聖會。 

 

當這日，你們要宣告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作為

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利廿三 21) 

 

 



五旬節 

到五旬節的時候，神說：這一日，你們也要宣告有聖會。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當有聖

會。」(利廿三 24) 

 

在吹角的這一日，也要有聖會。 

 

贖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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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廿三 27) 

 

七月初十日贖罪日，也要守為聖會。 

 

第一日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利廿三 35) 

 

住棚節 

在七月十五住棚節的第 1 日，這天也要有聖會。 

 

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這是嚴

肅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利廿三 36) 

 

在住棚節的第八日，也當守聖會。 

當聖經提到有聖會的時候，通常都會說：甚麼工都不要做， 

或著是說：甚麼勞碌都不要做。 

這七天的聖會，就是讓百姓能夠安靜地、專心地來聽神要教導的事， 

先把世間的事情放著，專心地在神面前。 

 

「聖會」就是由利未人的祭司來主持，決定要做什麼？ 

通常就是「獻祭」，然後在這裡「聽神的律法」； 

獻完祭之後，再獻「平安祭」，他們就可以一起享受在神面前這些食物， 

因此，這節日有個意義，就是他們來這裡見神。他們聚集的時候，一定要看到

神。 

 

 



當他們在曠野的時候，神就住在至聖所，約櫃上面的施恩座上，百姓其實看不

到的，可是神就在他們當中了，神的同在，就是雲柱、火柱停在會幕的上面。 

百姓他們就在神面前，在神指定的日子來這裡看神，他們來看神，不能夠空手

來。所以神訂了這個節日之後，他們要準備自己來朝見神。 

 

其實，利未記廿三章，跟申命記十六章是有關係的， 

在申命記十六章中，談三個節日：「逾越節」、「七七節」跟「住棚節」。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華你神所選擇

的地方朝見他，卻不可空手朝見。(申十六 16) 

 

要一年三次，在神指定的日子，到神指定的地方來朝見祂， 

這個節日本身，其實就是個筵席，因為「節慶」在希伯來文，就是「筵席」的

意思。這個名詞，節慶本身就是從動詞說：我要去什麼地方朝見神，這個動詞

引申出來的意思。所以，這個節日當中，有一個很歡樂的筵席，是大家可以去

享受的，這裡特別提到一年三次，所有屬神的選民，都要準備自己、帶禮物來

見神，神並不要求：你要帶什麼貴重的禮物。 

 

各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華─你神所賜的福分，奉獻禮物。(申十六 17) 

 

這裡說：按照自己的力量就好了，但一定是要有準備的。 

有時候我們去參加集會，是兩手空空晃進去的，反正只是進去坐一坐，就出來

了。通常參加會議，若是兩手空空的進去，也會兩手空空的出來， 

當我們沒有準備的時候，有時候進去也是打瞌睡，然後就出來了。 

每一個會議基本上都有它的目的，那我們去參加的時候，應該是要抓住會議的

目的，並且得到它要給的效果才對。 

 

其實，這是我們每個人，應當要有的基本精神，不管參加什麼活動，或是什麼

樣的團契聚會，只要有聚集，就一定有一個目的要達到！ 

參加的人，如果有所準備，參加完之後就不會說：我都沒有得到什麼，空空地

回來，很浪費時間。若會覺得自己參加活動是浪費時間的話，通常問題是出在

他自己沒有準備好。 

 

其實神在訂節日的時候，就已經告訴百姓，他們應當要有的生活態度， 

也就是說：他們一定要準備，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是要見神的。 



那他們有沒有按照自己的力量準備好？，真的就能在這裡看到神。 

在一年 365 天中，其中有幾天的節日，是要特別聚集在一起的。 

基本上都是從一月到七月，從第一個月到第七個月。 

其實，神的百姓在下半年就比較空了，因為從七月之後，他們就開始要種地忙

碌了，他們會播種，努力付出就會有收穫。 

從一月到七月，他們可以收割來享受神給他們的祝福， 

因為在迦南地的氣候，是從七月之後會開始進入雨季。 

 

我們看到了第七日是聖會，若能在這七日當中見到神， 

要有一個基本條件要做到，就是每一週的「安息日」。 

我們看到神在宣告節期之前，就先強調了安息日重要，祂稱它做「聖安息日」。 

六日要殷勤工作耕地，第七天就休息， 

休息的時候，就是去效法神在創造天地的時候，第七天休息的做法。 

 

在申命記神又加上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要他們去紀念神對他們的拯救。 

在安息日的時候，他們就甚麼工都不用做了，他們不用忙碌日常生活，甚至是

吃的問題。所以在安息日那天他們不生火。 

現代要煮東西，爐子一打開火就來，是很簡單的，可是以前的人，吃一頓飯要

撿柴、生火，要花很多的工夫，就算不為生活忙碌，光是準備飯食，就花很多

的時間。在安息日的時候，神特別說甚麼工都不要做，那表示安息日的飲食，

他們在前一天就準備好了。 

 

在曠野的時代他們很輕鬆的，因為第六天，神就給他們兩份嗎哪，所以不用擔

心，在安息日可以真正地休息。「安息日」其實就是所有節期的基礎。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神所訂的日子，就好像是「靈恩佈道會」一樣， 

這是我們教會年度的兩個大日，我們在這個日子要能夠見到神，才可以領受神

的祝福。但前題是：在每一周的生活裡，要注重安息日，且真的聽神的命令得

到休息，這樣子在靈恩會時，我們才真的可以得到屬靈的造就。 

 

所以，每一次的靈恩佈道會有沒有效果，是怎麼評估的呢？ 

我們會看有多少人受洗？多少人得聖靈？或是有多少人領聖餐杯？ 

沒有錯，這是一個數字上的指標。 

其實，更有意義的指標，是靈恩會接下去的「安息日出席人數」，有沒有增加？ 

那表示我們的靈恩會真的有效果。因為靈恩會，我們在神指定的日子「朝見

神」，我們就明白神訂節日的意義在哪裡？所以信仰真的被造就了。 



在靈恩會的時候有體驗，接下去就會看到神律法的奇妙，在每一周的生活步調

裡，把安息日給分別出來，真的在神的日子裏面得享祝福，在聖安息日的時

候，我們一樣是可以敬拜神的，所以敬拜神不是那幾個特殊的日子而已，在這

個神指定的日子裡，我們可以看到神在我們當中，我們透過每週的安息日，去

感謝神的恩典，紀念神對我們的拯救，若我們在每一週朝見神的時候，都會先

反省自己的錯誤，我要悔改、我要改變，有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在節期裡我們看到有「贖罪日」，特別就是要他們「禁食禱告」，就是要

他們呼求神，因為這一天神要讓他們重新開始，過去的錯誤藉著贖罪這個過程

不再紀念，所以在這個節期，他們可以悔改、可以有新的開始。 

 

在節期中，眾人聚在一起很喜樂。 

在節期裡，也有「住棚節」，住棚節，就是要他們紀念神怎樣帶領他們祖先，離

開埃及走曠野這個旅程，讓他們想到原來在人生旅程中，自己只是客旅而已。 

我們在世上，這一切都是暫時的，有這樣的思想觀念，他們就會仰望神的應

許，真正的天國的家鄉了。所以，在節期的時候，他們仰望神。對將來有更明

確的盼望，這也是我們在守安息日會有的想法，我們在安息日，也是在期待將

來永久的安息。一週七天的循環，有一天會結束，結束就是我們回到天上去的

時候，所以我們持守安息日，直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為止。然後，我們就回到

天上永久的家鄉。在那裏沒有勞碌、沒有苦痛，就是永遠的安息。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廿五 23) 

 

神的律法裡，一直強調：我們就是這些世上的客旅而已。這塊土地我們能夠住

多久？我們若有一塊土地，最多也是住到我們生命結束，那就沒有了！神設立

的規矩，就是土地所有權是屬神的。就是在強調說：我們只是客旅而已，所以

人活在世上有勞苦愁煩，當我們願意遵守神的規律時，我們真的可以享受神的

祝福，這個福氣讓我們充滿喜樂。所以，靈恩佈道會的時候，我們若能夠好好

地準備自己，能夠認清神設定節日的用意，就真的可以把自己，從這個世界中

分別出來，就這樣成為神聖潔的國民。屬靈的真教會，是真的在應驗聖經所講

的預言，這個國度會在我們當中出現，我們若能好好準備，在靈恩佈道會時，

我們一定會大得造就。教會得到興旺，神的名會得到榮耀，所以祈求主耶穌基

督帶領我們，希望我們都能明白節日的用意一起來準備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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