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8 日 

12 月 18 日 逾越節與除酵節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三 4~8 

4「以下是你們要按時宣告為聖會的耶和華的節期。」 5「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向耶和華守的

逾越節。6 這月的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除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7 第一日要有聖會，任何勞

動的工都不可做；8 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第七日要有聖會，任何勞動的工都不可做。」 

逾越節(Passover)來自希伯來文 pěsăh 這詞，這詞主要有三個意思：(1)指跨入新的一年(passing 

over into new year)；(2)指逾越節的祭牲；(3)指逾越節這節期本身。逾越節是猶太人三大節期之一，

人們由每年正月(尼散月，亦即是西曆三至四月期間)十五日起守節七天(在以色列地時)或八天(不在

以色列地時)，這幾天不可吃有酵的東西，因此逾越節又名除酵節，而且當中重要的禮祭是要獻上逾

越節的羔羊，所以獻祭、進入新年及守節這三個意思都是逾越節的主要意思。 

讀出埃及記時我們知道，以色列民在埃及地為奴四百多年，神呼召摩西與亞倫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經過九災之後，耶和華以殺長子之災作為第十災，迫使法老容許以色列民離開埃及，在他們離開埃

及之前，耶和華藉摩西與亞倫吩咐以色列民定立逾越節(出十二 1~20)，把此月定為正月，在此月十

四日黃昏時，亦即是在殺長子的天使來到之前，每家每戶都要宰一隻無殘疾的羊羔，取牠們的血塗

在吃羊羔人所住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也要在當晚吃這羊羔，並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

手中拿杖，預備隨時離開地吃。 

首先，以色列民之所以成為以色列民，不是因為他們的血統，而是因為他們是恩約的子民，他們被

呼召要離開埃及，凡相信這是耶和華呼召的人都必須跟隨摩西離開埃及，因此，只有相信的人才會

按照吩咐守逾越節，才會宰殺這羊羔。直到出埃及記十九章載述，我們讀到耶和華在西乃山降臨，

與以色列立下恩約及賜下律法，只有能出埃及的人才可以在西乃山與耶和華立約，成為恩約的子民，

這樣我們看見一種次序：耶和華先拯救，後立約，亦即是，以色列民先經驗拯救的作為，後領受律

法的要求，因此過逾越節的人都必須是先領受神拯救恩典的人，後成神恩約的子民，也就是相信神

拯救呼召，記念祂作為的人。 

第二，值得留意是「血」的運用，學者普遍認為出埃及記十二章 7 節所用的「血」這詞主要有兩個

意思：(1)代表潔淨，因為用牛膝草塗血象徵潔淨，亦即是把這房子潔淨；(2)代代表驅邪

(apotropaic)，這血能成為房子內的人的保護，免受殺生及瘟疫之苦。這兩個意思同時象徵神的拯救。

神的子民在血的保護下，不會受到神而來的審判。 

思想：以色列民藉着逾越節，記念他們作為恩約子民的身份，他們的人生不是由其他物質及人所定

義，而是由一種與神建立的盟約所定義，就算他們碰到甚麼困難，都認定耶和華必不會放棄他們。

而你是否也認定自己是恩約的子民？認定神與你立永約呢？ 

 

  



12 月 19 日 

12 月 19 日 點燈與油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四 1~4 

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2「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搗成的純橄欖油拿來給你，用以點燈，使燈經常

點著。3 在會幕中法櫃前的幔子外，亞倫從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華面前照管這燈。這要成為你們世

世代代永遠的定例。4 他要在耶和華面前經常照管純金燈臺上的燈。」 

沒有光，生命便沒有可能孕育。 

在耶和華創造世界的東西中，第一樣出現的便是光(創一 3~5)，創世記一章 3 節說明耶和華以祂所

命的光照亮黑暗混亂的世界，而這混亂的世界象徵邪惡的力量，這力量威脅生命的存在，帶來不安

與混亂。可是，神卻以祂的權能命令光出來，這光為黑暗帶來生命，為不安帶來希望，而光也象徵

神的本性，神就是那位賜生命的神，祂首先賜下光，讓世界充滿生機。 

利未記二十四章 1~4 節說明在會幕中法櫃的幔子外，亞倫從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華面前經理這燈。

這指出聖所內的燈必須不可熄滅，而亞倫就好像神一樣一直為黑暗的聖所點燈，把黑暗趕走。我們

一定要由創世記一章所說的來理解在聖所中的光，光代表了神的能力及創造，也代表了生命，是這

光戰勝了混亂及黑暗。而利未記二十四章 1~4 節說明要有常常點着的燈，象徵了永恆的光(eternal 

light)。另一個重點放在油身上，這油象徵神的供應，說明只有神所賜的能源才能為聖所發光。 

點燈的職責放在祭司身上，作為神與人之間的中保，祭司的一舉一動都帶有禮祭上的象徵意思，而

現在祭司要點燈及拿油，讓人看見神的光輝不滅，這象徵祭司代表神為世界帶來光輝。就算世界的

黑暗有多大，罪惡有多深，強暴有多大，都不可以否定神帶來的光，因為祭司點燈是一種世世代代

永遠的定例，代表一種永恆的職事。永恆的光輝需要永恆的職事，而這永恆性服侍正正宣告黑暗雖

大，它都是短暫的，生命的光輝也是永恆的常數，才是人生的盼望。 

思想：你人生是否黑暗？你身處的環境是否罪惡滿盈？你看見的世界是否強暴？也是否看見惡人眾

多？請相信，這都是短暫的。在新約，我們作為君尊的祭司，必須常常點燈，為主發光，讓世界看

見生機處處，讓黑暗看見自己的盡期，讓灰色的人生變為光明，讓絕望的未來化為盼望的新天新地。

你願意嗎？ 

 

  



12 月 20 日 

12 月 20 日 陳設餅與火祭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四 5~9 

5「你要取細麵，烤成十二個餅，每個用十分之二伊法。6 要把餅排成兩行，每行六個，供在耶和華

面前的純金桌子上。7 再把純乳香撒在每行餅上，作為紀念，是獻給耶和華為食物的火祭。8 每個安

息日，亞倫要把餅不間斷地供在耶和華面前。這是以色列人永遠的約。9 這餅要歸給亞倫和他的子

孫。他們要在聖處吃這餅，因為在獻給耶和華的火祭中，這餅是至聖的，歸給他作永遠當得的份。」 

利未記二十四章 5~9 節提及亞倫的子孫要在聖所當中精金的桌子上奉上陳設餅，二十四章 5~6 節詳

細地描述如何製作這陳設餅，而二十四章 7 節便描述陳設餅所表達的兩種意思。 

第一，要把潔淨的乳香放在每行的餅上，成為紀念(memorial portion)，亦即是成為紀念神與人所立

的盟約的象徵，這種紀念與素祭的做法相似，就是這用乳香所作的紀念只可以奉上給神。 

第二，這乳香作的紀念要作火祭獻給神。「火祭」這詞來自「火」這字，理論上是與火有關的。不

過有一些不需要火的祭卻名為火祭，這些祭包括酒祭(民十五 10)及陳設餅(利二十四 7、9)，特別是

陳設餅的情況，經文沒有說陳設餅要在祭壇用火獻上，只是放在聖所中供祭司吃用(利二十四 9)。相

反地，有一些涉及火的祭卻不被稱為火祭，例如贖罪祭本身(所有祭都是火祭，除了贖罪祭)。到底

我們如何理解這情況呢？ 

其中一個比較好的解釋，就是「火祭」本身連結於禮物的觀念，利未記權威學者 Jacob Milgrom 認

為「火祭」是「食物的禮物」 (food gift)，這不代表神需要吃東西，而是以食物象徵獻給神的禮物，

而因為贖罪祭本身的作用不是獻禮物，所以不被稱為「火祭」，但其他被稱為「火祭」的祭卻帶有

獻禮物的觀念，這便有效地解釋為何贖罪祭本身不是「火祭」而其他祭卻是。 

現今基督徒不再需要獻「火祭」，但其象徵意思卻成為基督徒的提醒，「火祭」的安排提醒我們的

生命本身便是一份向神奉獻的禮物，把最好的獻給神。 

思想：祭司需要在聖所裏吃這陳設餅，象徵神把這本身獻給神的禮物發還給祭司享用，以致祭司在

耶和華面前與神一起共享神聖的飲食。正如我們奉上禮物及人生給神，不是因為神本身缺乏甚麼，

也不是因為自己有一些神沒有的東西，萬物都是由神而來，所以我們所擁有的本身都是來自神的。

然而，神給予我們機會去奉上，原是為了叫我們經驗祂主動的賜予，正如祂願意與祭司共享陳設餅

一樣，祂也願意歸還我們所奉上的東西，與我們共享一切的豐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要為到現

在所有的感恩，不要視之為理所當然，要明白全是恩典的道理，看一切所有的都是神賜予的禮物。 

 

  



12 月 21 日 

12 月 21 日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四 13~23 

13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14「把那詛咒的人帶到營外。凡聽見的人都要把手放在他頭上，全會眾要用石頭打死

他。15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說：凡詛咒上帝的，必要擔當自己的罪。16 褻瀆耶和華名的，必被處死；全會眾

必須用石頭打死他。無論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褻瀆聖名的時候必被處死。  

17「打死人的，必被處死；18 打死牲畜的，必賠上牲畜，以命償命。19 人若傷害鄰舍以致殘疾，他怎樣做，

也要照樣向他做：20 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他怎樣使人有殘疾，也要照樣向他做。21 打死牲畜

的，必賠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處死。22 無論是寄居的，是本地人，都依照同一條例。我是耶和華－你們

的上帝。」  

23 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們就把那詛咒的人帶到營外，用石頭打死。以色列人就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

的做了。 

利未記二十四章 10~12 節描述一個以色列婦人的兒子褻瀆神。到底這人如何褻瀆神？我們不知道，可能作者

故意不寫上具體的情況，因為褻瀆本身是一種危險的東西，連具體記載也很危險。另外，在古時說話本身是

有能力的，無論是祝福或咒詛的說話，都有一種果效，所以後果非常嚴重。 

我們可以用一個扇型結構了解利未記二十四章 13~23 節： 

A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13 節) 

B         把那咒詛聖名的人帶到營外。叫聽見的人都放手在他頭上；全會眾就要用石  

頭打死他 (14 節) 

C         你要曉諭以色列人說 (15 節 a) 

D         凡咒詛神的，必擔當他的罪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15 節 b~16 節) E      打死人的，必被

治死 (17 節) 

F          打死牲畜的，必賠上牲畜，以命償命 (18 節) 

G         人若使他鄰舍的身體有殘疾，他怎樣行，也要照樣向他行 (19 節) 

X         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20 節 a) 

G’        他怎樣叫人的身體有殘疾，也要照樣向他行 (20 節 b) 

F’        打死牲畜的，必賠上牲畜 (21 節 a) 

E’        打死人的，必被治死 (21 節 b) 

D’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歸一例。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22 節) 

C’        於是，摩西曉諭以色列人(23 節 aa) 

B’        他們就把那咒詛聖名的人帶到營外，用石頭打死 (23 節 ab) 

A’        以色列人就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行了 (23 節 b) 

由以上的文學結構可見，中心的信息便是 20 節當中的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表面上可理解為報

復，實質上卻是一種「對等刑罰」( equal punishments )(Lex Talionis)的觀念，這可能反映當時部落的文化，

在不同的家族當中如果有某人虧負了某人，便要以對等的補償及刑罰來處理，為的目的是重建彼此的和平，

不需要再謀求更多的報復，因此這是一種減少刑罰及止息報復的條例，而不是我們理解那種增加報復的解釋。

另一個「對等刑罰」的例子是：「按你們窺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頂一日，你們要擔當罪孽四十年，就知道

我與你們疏遠了。」(民十四 34)再者，當時古近東的君王會濫用私刑，使用不對等的刑罰來對付比較輕的罪

惡，因此以色列律法中的「對等刑罰」在某程度上成為當時的見證，見證神的律法是如何公道及公義。 

思想：到底我們會否以不對等的報復心態來對待得罪我們的人呢？或許我們會懷恨在心，認為對方的不善需

要更多的報復，才能補償自己的損失，誰不知有時我們會對人過份苛刻，要求的報復比「對等刑罰」的要求

更多，這樣我們不能在仇恨當中釋放出來。因此，由今天起，放下種種對人的過度報復心態，這樣既能放過

別人，也能善待自己。再者，在新約，耶穌要求我們要愛仇敵，這要求不僅成全了律法，還過超越了律法，

是基督徒畢生學習的榜樣。 

  



12 月 22 日 

12 月 22 日 安息年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五 1~7 

1 耶和華在西奈山吩咐摩西說：2「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對他們說：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那地的時候，

地要休耕，向耶和華守安息。3 你們六年要耕種田地，六年要修整葡萄園，收藏地的出產。4 第七年，

地要守完全安息的安息年，就是向耶和華守安息。你們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整葡萄園。5 不可

收割自然生長的莊稼，也不可摘取沒有修剪的葡萄樹上的葡萄。這年，地要完全安息。6 地在安息

年所長出的，要給你和你的奴僕、使女、雇工，以及寄居在你那裏的外人作食物。7 所有的出產也

要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獸作食物。」 

利未記二十五章 1~7 節描述安息年的條例，反映了神聖法典對節期的關注以及其處於農業社會場景

的背景。利未記二十五章 2 節指出你們到了我所賜你們那地的時候，說明兩個守安息年的基本理念：

(1)當以色列民得迦南地時才需要守安息年，這假設他們已由畜牧的生活轉型為定居的農業社會；(2)

迦南地是耶和華所賜的，代表那地不是屬於某支派或某人，地的產業權是耶和華的，是耶和華本身

把地分派給各支派，當有人膽敢奪取別人的田地時，便等於挑戰耶和華賜地及分地的主權。這樣，

以色列民要守安息年，背後的神學原因便是：地的屬權是耶和華的，因此他們要按照神的吩咐善待

土地。 

安息年的吩咐如何幫助以色列民善待土地？首先，他們在六年要努力耕種，並要收藏地的出產(利二

十五 3)；第二，到了第七年，地便要享安息，代表他們不可耕種，不可收割，地自長的要給自己、

僕人、工人、寄居的外人及動物(利二十五 4~7)，這年的收入主要不是留給自己，而是留給其他不

是地主的人，以致這些人能有社會的保障；第三，當地主這樣做時，第六年便會出三年的出產，足

夠他們在未來的兩年享用(利二十五 21~22)。當地主憑信心去守安息年時，便能一方面讓貧窮人有

社會的保障，也在另一方面讓自己得着福氣，更加可以因此而不會使地荒涼，達到善待自己、別人

及土地的效果。 

思想：很多時，我們營運業務時，往往會認為「賺錢賺到盡」才是理所當然，我們會盡用手上所有

的資源來達到最佳的利益，當我們這樣做時，便會大大忽視身邊的窮人。事實上，現在我們不都活

在農業社會，但安息年條例對窮人的關懷也理應成為我們的關注，當我們有能力時，便要在自己的

業務上留一手，情願把所獲得的出產來照顧有需要的人，好讓這些人得到福氣的同時，自己也因而

獲得耶和華額外的福氣。你願意嗎？ 

 

  



12 月 23 日 

12 月 23 日 禧年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五 8~13 

8「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個七年。這就成為你的七個安息年，一共四十九年。9 七月初十，

你要大聲吹角；這是贖罪日，你要在全地吹角。10 你們要以第五十年為聖年，在全地向所有的居民

宣告自由。這是你們的禧年，各人的產業要歸還自己，各人要歸回自己的家。11 第五十年要作為你

們的禧年。你們不可耕種，不可收割自然生長的莊稼，也不可摘取沒有修剪的葡萄樹上的葡萄。12

因為這是禧年，是你們的聖年；你們要吃地中自然生長的農作物。 

13「這禧年，你們各人的產業要歸還自己。 

在每七個安息年，一共四十九年之後，亦即是第五十年，以色列民需要有多一年的禧年，而利未記

關於禧年的條例是根據安息年的條例作為基礎，以色列民如何在安息年當中使地安息及顧念窮人，

他們在禧年也做同樣的事，除此之外，他們還需要多做一件事，就是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

家(利二十五 10)。 

我們可以用一個扇型結構來了解利未記二十五章 10~13 節的經文： 

A：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A jubilee it 

shall be for you)，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10 節) 

B：第五十年要作為你們的禧年(A jubilee it shall be for you)。這年不可耕種；地中自長的，不可收

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11 節) 

B’：因為這是禧年，你們要當作聖年(it is a jubilee, sacred it shall be for you)，吃地中自出的土產。

(12 節) 

A’：這禧年，你們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13 節) 

B-B’的組合強調了兩點：(1)禧年是聖年，既然聖潔的定義便是神的領域，禧年便是一種為神而守的

一年，是屬於神的一年，以色列民理當以敬畏神的心來守這一年；(2)禧年是「為你們」的一年，代

表守禧年不但是為神而守，也是為以色列民而守，代表這一年要記念在民中的欠債及寄居的人，讓

他們可以得着自由。這樣 B-B’的組合說明禧年一方面是為神而守的聖潔年，另一方面也是自由的慶

祝。到底是為了甚麼自由慶祝呢？ 

經文的 A-A’說明的自由便是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代表所有人在這五十年來因抵押土地的欠債可以

一筆勾銷，不用再為欠債償還而可以自由得回自己的地業，我們要明白這種做法有一個假設，就是

五十年的期限已能讓欠債者有足夠的時間處理債務，否則便代表欠債的人根本沒有能力還債，這樣，

禧年便是他們一生人當中唯一一次的盼望，可以不用還債而取得自己的地業。 

思想：禧年不但能為窮人與寄居的人得到安息年的保障，也為任何欠債的人得着翻身的可能，這便

是禧年能成為聖潔與「為你們」的意義所在，亦即是，這聖年是屬於神的一年，也是人得自由的一

年，以致他們得自由與神的聖潔連在一起，以色列民藉着守禧年而成為聖潔的族類。很多時，我們

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合現代的經濟效益，我們相信任何企業都必須「賺錢賺到盡」，殊不知這樣的心

態正正是不聖潔的心態，當我們今天有能力照顧有需要的人的時候，便要離開不公義的營商手法，

進入聖潔的共享生態，讓更多人得福。你願意嗎？ 

 

  



12 月 24 日 

12 月 24 日 彼此不可虧負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五 14~17 

14 無論你賣甚麼給鄰舍，或從鄰舍的手中買甚麼，彼此不可虧負。15 你要按照禧年後的年數向鄰

舍買；他要按照可收成的年數賣給你；16 年數越多，價錢就越高；年數越少，價錢就越低，因為他

賣給你的是收成的數量。17 你們彼此不可虧負，只要敬畏你的上帝，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

帝。」 

利未記二十五章 13 節是一句主題句：這禧年，你們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這主題句成為引旨，帶出

利未記二十五章 14~17 節的內容，詳細說明如何操作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的目的，而我們可用一個

扇型結構來理解： 

這禧年，你們各人要歸自己的地業。(13 節)(主題句) 

A：你若賣甚麼給鄰舍，或是從鄰舍的手中買甚麼 (14 節) 

B：彼此不可虧負。(14 節) 

C：你要按禧年以後的年數向鄰舍買；他也要按年數的收成賣給你。(15 節) 

D：年歲若多，要照數加添價值 (16 節) 

D’：年歲若少，要照數減去價值 (16 節) 

C’：因為他照收成的數目賣給你。(16 節) 

B’：你們彼此不可虧負(=oppress) (17 節) 

A’：只要敬畏你們的神，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7 節) 

經文中 D-D’便是中心，清楚說明這五十年如何買賣土地。在這五十年的第一年，所買土地的價值是

100%，之後便要以每年 2%的速度減去價值，直到第五十年，該土地的原本擁有人便可以免費取回

該土地，亦即是，這土地的價值在第五十年便轉為無有。例如，如果賣給別人的賣家期望在第二十

五年贖回土地，他便可以用 50%的價值來贖回。這便防止有人炒賣土地，也可讓農民在第五十年一

次取回自己的地業。這樣，對買家公平嗎？對買家來說，這五十年的年期便是他自己能享受此土地

的價值，他可以用此土地耕種生產，對他來說已可以有經濟的收益，因此理應對買家公平。 

B-B’強調彼此不可虧負，代表無論是買家還是賣家，大家都不可多收或少給，彼此都必須按照 D-D’

及 C-C’的安排而行，否則便會造成欺壓。最後，以色列民之所以要守這禧年安排的原因，就是要敬

畏你們的神，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7 節)，敬畏神成為他們不欺壓別人的理由，因為聖經說

明神必會申冤。 

思想：到底你買賣物業或簽定其他合約時，有否欺壓別人？有時，我們以為只要通過地上的法律便

可以做任何事，殊不知神的律法要求往往比地上的法律為高，作為基督徒，當我們買賣及簽合約時，

有否顧及別人會否受欺壓呢？求主讓我們有敬畏神的心以及有智慧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