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赎罪日（Yom Kippur）

利未记16:1-34；18:1-30  民数记 29:7-11

以赛亚书 57:14-58:14  约拿书 1:1-4:11  弥迦书 7:18-20

罗马书 3:21-26  哥林多后书 5:10-21  希伯来书 9



赎罪日

赎罪日是犹太历七月十日（Tishrei 10）。

赎罪日是一年中最圣洁的日子。一年之中，只有这一天
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为所有的以色列人赎罪。

这一天以色列人要禁食祷告，刻苦己心，为罪悔改。

这一日也是安息日。



圣洁和献祭

神是圣洁的，所以要求祂的子民也圣洁（分别为圣）。

神要求所有信徒圣洁（彼得前书1:15）

神设立圣所，与祂的子民同在，圣所是敬拜的中心，使
他们知道何为圣洁。

人通过献祭接近神：献祭的希伯来文korban，字根
karov，意思是挨近，接近。人通过献祭“挨近”神。

不洁净的人通过洁净的礼仪（洗礼）成为洁净，洁净的
人通过献祭，才能够“挨近”神。



圣所和至圣所



赎罪日（犹太传统）

吹角节（犹太历七月一日）是神每一年审判的开始，赎
罪日（七月十日）审判结束。人有10天的时间悔改。

赎罪日预表最后的审判，凡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都进
入神的国，名字写在死亡册上的永远灭亡。

从吹角节到赎罪日的十天为Days of Awe，敬畏十日。

摩西第二次上西奈山40天（犹太历六月一日到七月十
日），从神那里接收十诫的石板，第四十天是赎罪日。
所以这四十天也称为Days of Repentance，悔改日。



赎罪日：Yom Kippur

Yom：日子，天。

Kippur：赎罪，字根是 kafar，意思是赎罪、遮盖、饶
恕、洁净。

Yom Kippur：赎罪日



赎罪日（利未记 16章）

利未记 16:29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
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麽工都不可做；这
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刻苦”：希伯来文anah，意思是降卑、谦卑。“刻苦己
心”：在神面前降卑自己；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悔改。

目的不是罪的惩罚，乃是让我们的心思注视我们的灵性。

“外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守赎罪日。

不可做工：安息日。

永远的定例：今天仍然适用。



如何守赎罪日（犹太传统）

赎罪日前一天水洗洁净自己。

这一天禁食祷告，刻苦己心，悔改 25小时，从犹太历七
月九日日落到七月十日日落之后一小时。

（成人）赎罪日禁食，禁水，悔改，不洗漱，不化妆。

人要做的事情：读经、祷告、悔改、行善。

悔改：在神面前认罪（vidui），读认罪的祷告文9次，
求神赦免他们的罪。



Vidui（犹太人认罪的祷告文）

We have sinned, we have acted treacherously, we have robbed, we 
have spoken slander. 

We have acted perversely, we have acted wickedly, we have acted 
presumptuously, we have been violent, we have framed lies. 

We have given bad advice, we have deceived, we have scorned, we 
have rebelled, we have provoked, we have turned away, we have 
committed iniquity, we have transgressed, we have persecuted, we 
have been obstinate. 

We have acted wickedly, we have corrupted, we have acted 
abominably, we have strayed, we have lead others astray.



犹太人认罪的祷告文

我们犯了罪, 我们背信弃义, 我们抢夺, 我们说了诽谤的话。

我们行为任性, 我们行为邪恶, 我们行为放肆, 我们施行暴
力, 我们陷害人说谎言。

我们口出邪恶的建议, 我们欺骗, 我们蔑视人, 我们叛逆, 

我们挑起争端, 我们背道, 我们犯罪, 我们有过犯, 我们逼
迫人, 我们顽固不化。

我们行为邪恶, 我们堕落, 我们所行的令人深恶痛绝, 我们
进入歧途, 我们还把别人引向歧途。



Plead for forgiveness

You know every secret since the world began, and what is 

hidden deep inside every living thing. 

You search each person’s inner chambers examining 

conscience and mind. Nothing is shrouded from You, and 

nothing is hidden, before your eyes.

And so, may it be Your will, Lord our God and God of our 

ancestors, that You forgive us all our sins, pardon all our 

iniquities and grant us atonement for all of our transgressions.



祈求神的赦免

你知道自世界开始以来的每一个秘密, 以及隐藏在每一
个生命深处的东西。

你查验每个人的内心, 检验人的良心和思想。在你的眼
前，没有什么能遮蔽你,也没有什么向你隐藏。

所以, 愿你的旨意成就, 主我们的神和我们祖先的神, 

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孽, 赦免我们所有的过犯, 并赎去我
们所有的罪过。



赎罪日献祭（利未记16章）

大祭司要为所有的祭司和以色列人赎罪。

这一天，神在施恩座上向大祭司显现。

大祭司也要将圣所和祭坛赎出来，因为以色列人的罪
将其玷污。若没有赎出，神不能与他们同在。

只有血可以赎罪。

真正能赎人的罪的是耶稣基督的血。



赎罪日献祭

在赎罪日之前有7天的时间，大祭司要水洗洁净自己。

献早祭（燔祭）。

大祭司水洗，换細麻布圣内袍。

献上公牛为赎罪祭，为自己和祭司全家赎罪。

取两只公山羊拈阄，一只给神，另一只给阿撒泻勒。

带香炉到至圣所点香。

出来将公牛的血带入至圣所，撒在约柜的施恩座上。（洁净
至圣所）

将那只“给神”的公山羊獻为赎罪祭，为以色列人赎祭。



赎罪日献祭

进入至圣所将公山羊的血撒在施恩座上，洁净以色列
全家。

退入圣所，将公山羊和公牛的血弹在至圣所的幔子上
（洁净圣所）。

将血撒在祭坛四角（洁净祭坛）。

将“阿撒泻勒”的公羊（带着以色列的罪）放到旷野。

换細麻布圣内袍，水洗。



赎罪日献祭

献上两只公羊为燔祭，将血撒在祭坛上。

将公牛和公羊的内脏和皮烧在營外。

换細麻布圣内袍，水洗。

将香炉从至圣所取出。

换細麻布圣内袍，水洗。

献晚祭（燔祭）。



悔改、禁食、守安息日（以赛亚书 57:14-58:14）

赎罪日要悔改、禁食、守安息日，怎样做才符合神的
心意呢？

1）悔改：神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57:14-21）

57:15 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新约中，耶稣也要人悔改，谦卑痛悔来到神的面前。



悔改、禁食、守安息日

2）禁食：真正的禁食是转离所行的恶而行善（58:1-

12） 。

58:6 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
索，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

58:7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飘流的穷人接到你
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
吗？

3）安息日：真正的安息日是不做自己的工、以耶和华为
乐（58:13-14）。



神乐意赦免悔改的人

神差遣先知约拿去尼尼微传讲审判的道，结果尼尼
微人悔改，神就不降灾给尼尼微。（约拿书 1:1-

4:11）

神喜爱人悔改，赦免罪孽（弥迦书 7:18-20）

7:18 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
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耶稣基督是赎罪祭

耶稣基督是赎罪日的赎罪祭（罗马书 3:21-26）

罗马书 3:25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kapporet），是凭著
耶稣的血，藉著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
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挽回祭：对应的希伯拉文是Kapporet，意思是遮盖，
字根是kafar，赎罪。

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成为罪（哥林多后书 5:10-21）

哥林多后书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
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耶稣基督的祭胜过赎罪日的献祭（希伯来书9）

祭司在地上的帐幕每年在赎罪日献赎罪祭，除去以色
列人的罪；耶稣基督在天上的帐幕献上自己的血为赎罪
祭，一次献祭除去人所有的罪。

希伯来书 9:11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
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
是属乎这世界的；

9:12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
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讨论

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
在；神不轻看我们悔改的心，乐意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愿意悔改吗？

悔改必有行为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的悔
改有行为的改变吗？求主帮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