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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聖經是基督徒屬靈生命的「天糧」，但不少信徒卻在「吃」這「天糧」 

的時候覺得淡然無味、甚至難以下咽。福音證主協會製作的影音教材「立 

體聖經研讀系列」，就是針對信徒這方面的需要而設。本課程從聖經的真 

理出發，除了提供廣泛的背景資料及查經問題外，還編排趣味遊戲、應用 

指引等，配合國、粵語雙聲道的影音教材，將聖經教訓深入淺出地闡明， 

使讀者能夠視聽並用地查考聖經，將真理存記於心，而不是單在表面的認 

識，也就是這「立體」教材系列的作用。每課前後呼應，亦可獨立使用， 

對團契、小組、主日學的需要，甚至個人進修，盡皆適宜。我們的目標， 

是務求使本課程在內容、表達和應用上都能切合現今聖經教學上的實際需 

要。

「認識逾越節一一救恩四部曲」（VCD及研讀手冊）是此系列的第一輯， 

旨在從聖經最重要的信息之------ 「救贖」入手，帶出整本聖經的內容；

將要推出的還有「摩西五經」和「四福音」，整本聖經的內容計劃在五年 

內完成。

使用時，視參與者情況，靈活運用。可選擇先一同觀看片段，再進行 

查經或討論；也可選擇由帶領的人先按研讀手冊的引導講解內容，然後一 

同觀看片段，以加深印象，增進理解。

我們衷心將這套「立體聖經研讀系列」，誠獻全球華人教會，祈盼神 

使用這套教材，使愛慕認識真理的人，對研讀神的話語，產生立體感，更 

能活學活用，影響生命。

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謹啟



影像光碟目錄

光碟(一)

第一部分：「逾越節晚餐」過程剪影(21:11)

第二部分：逾越節釋經、神學問題

1.四福音中經常提及逾越節的原因(1:40) 

2.逾越節的緣起(4:35)

3 .逾越節的演變過程與今天的屬靈意義(9:40)

4 .四福音中餅與杯的次序問題(5:22)

5 .最後晚餐的座位問題(6:00)

6 .耶穌與門徒吃最後晚餐的日期問題(4:38)

7 .逾越節為何要誦讀詩篇和雅歌？ (5:46)

光碟(二)

逾越節晚餐單元專題研究

1.節期的意義(2:51)

2.四個兒子一以色列人的宗教教育(2:42) 

3.酵(7:40) 

4.點燈(5:26) 

5.四個杯一救恩四步曲(2:40) 

6.洗手(6:48) 

7.擘餅、藏餅(7:10) 

8.十災(9:55) 

9.餐盤(6:47)

10.以利亞一未來盼望(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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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

「逾越節晚餐」

本 課 目 標

藹著郭今天提戻人吃逾越節晚餐的過程有基本的認識 ， 

:播察逾越節晚餐的步驟，從而對神的救恩作出反思，

;並對今天教會中不同的慶典有更深的體會和投入。



認識逾越節救息四步名

背景導言

以色列人是一個非常著重節期的民族，逾越節是其中一個重大的節 

期。自從聖經出埃及記記載了以色列人第一次守逾越節的情況後，我們不 

難在舊約及新約聖經中找到守逾越節的記載。時至今日，猶太人仍然按著 

猶太年曆，於春天一月十四日(即今天西曆三、四月間)，虔守這個節日。

雖然守逾越節的傳統歷久不衰，可是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今日猶太 

人守逾越節亦多有不同的程序，但大抵上仍是按照出埃及記十三章8節 

所指的「告訴」(nagad)而引申出稱為哈格達(Haggadah)的逾越節規定而 

行。既有回顧過去耶和華拯救的感恩，亦有頌讚現在回春季節的喜悅，更 

有藉著除酵來象徵聖潔生活的叮。寧。

逾越節是猶太人的家庭節期，一般都是一家人一起守的，倘若人數較 

少，更可幾家人同守，可見耶和華的拯救不單關乎個人，而是為家庭和民 

族而預備的。猶太人在守逾越節時，喜歡頌唱詩篇中的讚美詩；當中詩篇 

一一八篇，按猶太人拉比的文獻米示拿(Mishnah)的解釋，被稱為彌賽亞 

之詩，就是猶太人讚頌他們所期待將要來臨的彌賽亞。逾越節晚餐中擺設 

的以利亞之杯，就代表著猶太人對彌賽亞救贖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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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今天的「遙竜笫院資」

問題討論

「你認為以色列人為甚麼要守不同的節期？是否只因為這是歷世歷代的 

傳統呢？ 

為甚麼今天基督教教會並沒有守舊約的節期呢？你認為基督徒嘗試參與 

猶太人節期的活動有問題嗎？

影片后身
請收看〔光碟（二）〕（1）「節期的意義」（2:51），然後再回到前面的兩個 

問題，看看是否有所改觀。

趨味將戲

請先收看〔光碟（一）〕的第一部份，《逾越節晚餐》過程剪影。 

收看時請留意下面各項目：

常逾越節晚餐是由誰燃點蠟燭作為開始？ 

城在整個逾越節晚餐的過程中，一共有多少次「飲杯」呢？ 

燮在整個逾越節晚餐的過程中，一共有多少次「擘餅」呢？ 

”在整個逾越節晚餐的過程中，一共有多少次「洗手」呢？

9



認識逾越節救恩四步曲

• 主禮人斟完第二杯後，並不會立即飲用，為甚麼呢？

• 在猶太人的逾越節晚餐中，小孩子們一共會問多少個問題呢？

• 在其中一個程序中，主禮人會用手沾在杯中，然後將酒滴在檯面上。 

他究竟在作甚麼？

• 到正式晚膳的時間，猶太人會否吃羊肉呢？為甚麼？

• 吃晚膳後第一個程序是甚麼？

• 為甚麼在喝完第四杯後，其中一個孩子會去開門呢？

• 在整個逾越節晚餐結束前，與會者會互相對說些甚麼話呢？

10



圖一：猶太人的曆法

―月 3-4月 尼散月Nisan 
（或稱亞筆月） 
Aviv/Abib

大麥收割 逾越節（14日） 
無酵節 
（15-21B）

二月 4-5月 亞魯月
（或譯作以珥月、伊亞月） 

Iyyar

一般收割

三月 5-6明 西瑪努月
（或稱西彎月）Sivan

小麥收割 五旬節

（6日又稱收割節、 
七七節、 初熟節）

四月 6-7月 都主月
（或稱格模斯月）Tammuz

葡萄初熟

五月 7-8月 亞布月
（或稱埃波月）Ab

葡萄'橄欖

六月 8-9月 宇魯月
（或稱以祿月）Elul

釀酒期

七月 9-10月 他什里圖月
（或稱提斯利）Tishri

犁耕期 新年（1日）
贖罪日（10日） 

住棚節 
（15-21日或稱收藏節）

八月 10-11月 亞拉山努月
（或譯作馬西班月'黑什溫月） 

Marchesvan

撒種期

九月 11-12月 基斯流月Kislev 修殿節（25日）

十月 12-1月 提別圖月
（或作提別月）Tebet

雨季

十一月 1-2月 沙置圖月
（細置特或細羅特月）Shebat

冬至

十二月 2-3月 亞達魯月
（或譯作亞達月）Adar

束花開放 普珥日

（13-5日或稱製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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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逾越節救恩匹歩曲
義善鑒奉總後

貝體力行

魯請分享：在觀看《逾越節晚餐》過程後，對今天教會中的慶典活動有甚 

麼新的感受？是否會懂得欣賞慶典背後的意義？是否會學習更投入參與 

教會中的慶典聚會？

爵將領受化為禱告，並落實在教會生活中行出來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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