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sach I（逾越节 I）
出埃及记 12:1-51; 民数记 28:16-25; 利未记 23:9-14

约书亚记 5:2-6:1

马太福音 26-28; 哥林多前书 5:7; 15:23



逾越节的意义

逾越节虽是犹太人的历史，但是这个节期却是耶和华
的节期，对我们所有信徒有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

1. 被捆绑的人得以自由。

2. 神的大能和拯救。

3. 信仰的传承。

4. 耶稣基督的救赎。



一，逾越节的羔羊



出埃及记12：1-20

12:1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

12:2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12:3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
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12:4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
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著人数和饭
量计算。

12:5  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
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尼散月10日：选取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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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要留到（mishmeret）本月十四
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
羔宰了。

12:7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
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留到：希伯来文 mishmeret，意思
是仔细检查。

从尼散月10日到14日，以色列人要
仔细观察羔羊是否有瑕疵。

黄昏：希伯来原文是“在日落之间”，
在中午12点日落和晚上6点日落之间，
是下午3点。



耶稣也曾经被仔细检查，证明没有瑕疵。

耶稣在尼散月10日进入耶路撒冷，14日被钉十字架。

马太21章，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问耶稣仗着什么权柄教导人？

马太22章，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故意问耶稣纳税给凯撒可不可
以？

撒度该人故意讲一个例子拷问耶稣，证明没有复活。

法利赛人的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律法的诫命哪个是最大的

马太26章，耶稣被抓，在大祭司、文士和长老面前受审。

马太27章，耶稣被交给外邦巡抚彼拉多，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



尼散月14日黄昏（下午3点）：宰杀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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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的逾越节

12:8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
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12:9  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
要带著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12:10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
早晨，要用火烧了。

12:11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
鞋，手中拿杖，赶紧地吃；这是耶和华
的逾越节。



神审判埃及拜偶像的罪

12:12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
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12:13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作
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
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败坏：原文意思是施行审判。



尼散月15日：逾越节离开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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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酵节

12:14  「你们要记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
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12:15  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头一日要把
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
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
色列中剪除。

12:16  头一日你们当有圣会，第七日也当
有圣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各人所要
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除酵节
12:17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
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12:18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
们要吃无酵饼。

12:19  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
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
色列的会中剪除。

12:20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
要吃无酵饼。」



尼散月15日—21日：除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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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节的羔羊：罪得赦免

以色列人和埃及人一样犯罪，拜偶像

逾越节神审判埃及地的罪

凡门上没有羔羊的血，神的审判临到，击杀长子

凡门上有羔羊的血，罪就得赦免，免于神的审判

神施行救赎。



逾越节（阳历3或4月）

尼散月 10日：选逾越节羔羊

尼散月 14日下午：宰杀逾越节羔羊

尼散月 15日晚：逾越节晚餐，神施行审判，以色列人连
夜离开埃及

尼散月 15日：逾越节/除酵节/安息日

尼散月 16日：献上初熟的果子

尼散月 15-21日：除酵节



逾越节：信仰的传承（12：21-51）

12:25 日後，你们到了耶和华按著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
地，就要守这礼。

12:26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麽意思？』

12:27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
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
房屋，救了我们各家。』」於是百姓低头下拜。

应用：我们的信仰是如何传承的呢？



初熟的果子为素祭（利未记 23:9-12）

23:9  耶和华对摩西说：

23:10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23:11  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
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23:12  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
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



尼散月16日：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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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逾越节的羔羊

哥林多前书 5:7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
杀献祭了。

酵会带来腐朽：预表罪。

除掉旧酵：靠着耶稣基督的献祭，除掉罪。

新团：新酵，新的开始。

逾越节的羔羊：平安祭，使人与神和好。



尼散月10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约翰福音 12:1-18

约翰福音 12:1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
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12:12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
冷， 13  就拿著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著说：「和撒那！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和撒那：希伯来文 hoshiah na, 现在拯救！

这正是以色列人选取逾越节羔羊的日子。



尼散月10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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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散月14日日落：最后的晚餐

马太福音 26:26-30

26:26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
递给门徒，说：「你们拿著吃，这是我的身体」；

26:27  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
喝这个；

26: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26:29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後，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尼散月14日日落：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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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散月14日下午3点：耶稣受难

马太福音27:45-56

27:45  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

27:46  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著说：「以利！以利！拉马
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麽离弃
我？」

27:50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27:51  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
磐石也崩裂，

申初：下午3点，也是逾越节羔羊被杀的时间。



尼散月14日下午3点：耶稣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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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散月14日进入15日：耶稣被埋葬

马太福音 27:57-61

27:57  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
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

27:58  这人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彼拉多就吩
咐给他。

27:59  约瑟取了身体，用乾净细麻布裹好，

27:60  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
他又把大石头辊到墓门口，就去了。



尼散月14日进入15日：耶稣被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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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散月16日：耶稣复活

马太福音 28:1-10

28: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
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

28:5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
十字架的耶稣。

28:6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
放主的地方。

28:7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
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
们了。」



正月16日日出之前：耶稣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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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

哥林多前书15: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
的果子是基督；以後，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福音：照圣经所说基督受死埋葬复活

哥林多前书 15:1-8

哥林多前书 15:3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4  而且埋葬
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保罗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

『为我们的罪死了』：逾越节

『埋葬了』：除酵节（基督的身体不朽坏）

『复活』：初熟的果子



安息日之外，神的七大节期（利未记23章）

春天
阳历3-4月

1. 逾越节（尼散月 14/15）
2. 除酵节（尼散月 15-21）
3. 初熟的果子（尼散月 16）

耶稣第一次
降临

夏天
阳历5-6月

4. 收割节/七七节/五旬节（西望月6） 圣灵降临

秋天
阳历9-10月

5. 吹角节（7月 1，Tishrei）
6. 赎罪日（7月 10）
7. 收藏节/住棚节（7月 15-22）

耶稣第二次
降临



应用

神定下祂的节期让以色列人在一年之中常常记念神的
恩典和供应。神也借着这些节期预表将来要成就的救
恩：耶稣基督照着神的时间和地点出生，照着神的时
间进入耶路撒冷，照着神的时间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
架，照着神的时间被埋葬，照着神的时间复活，将来
也必定要照着神的时间第二次降临，建立弥赛亚的国
度。从中我们是否看到神的恩典何其长阔高深？神的
计划何等奇妙？我们是否对神有更多的敬畏？对神有
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对救恩对未来有更坚定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