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贖罪日這一天要預備婚宴的禮服 

 

2021.9.15  猶太曆 5782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過諸天的大

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須先

為自己的罪，後為百姓的罪獻祭；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

就把這事成全了。」（希伯來書 7:26-27） 

 

贖罪日（Yom Kippur/Day of Atonement）是猶太曆最神聖的一

天，世界各地大多數猶太人都非常看重這個日子。因為這一

天代表以色列全會眾站在上帝面前，交代自己是否過著道德

生活，接著等候祂審判的日子。最近的研究顯示，絕大多數

（超過 85%）的以色列猶太人都會在這一天禁食。街上空無

一人，電視和收音機都靜默無聲，每個人都穿上白色衣服。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國家，每年都帶著敬畏的心慶祝這樣

嚴肅的日子。 

 

贖罪日（Yom Kippur）這個名字也有「遮蓋日」（Day of Covering） 

的意思－是指古代猶太聖殿中至聖所內遮蓋約櫃的施恩座 

（Kapporeth）。大祭司必須將祭牲山羊的血彈在這個施恩座

上，來為以色列民贖罪。因此，「Kippur」這個字有贖罪、淨

化或遮蓋之意。這個字來自於希伯來文的字根「Kaphar」，

這個字首次出現在聖經的創世記第 7章，與用來將諾亞方舟

密封的松香有關。這種防水密封塗料拯救了諾亞和他家人的

性命。因此，能使我們的罪得蒙救贖或獲得遮蓋就非常重要。

（也有人指出是出於創世記 6:14） 

 



 

 

 

在利未記第 23 章，上帝特別選出贖罪日這一天，要猶太人

「刻苦己心」（利未記 23:26-32）。這就表示我們應該謙卑，

而且自我降卑，讓個人意志降服下來，承認自己的過犯，並

祈求赦免。 

 

同時，利未記第 16 章描述贖罪日大祭司在聖殿裡的特殊職

份。以色列大祭司每年只有在這一天才可以經過幔子，進入

至聖所。而且要進去兩次；一次是為自己贖罪，一次是為百

姓贖罪。他第一次進去是要接受測試，看他或本家是否犯罪，

如果他從幔子內再次出現，就是好的預兆。接著他可以再進

去第二次，藉著彈血為百姓贖罪。大祭司的職責包括「香爐」

要放上香，免得他死亡，接著在施恩座上彈血七次。 

 

為何要用這種方式試驗大祭司？第一位大祭司亞倫鑄造金

牛犢，而他的兒子獻凡火。 



 

但因著上帝的憐憫，他才能夠成為大祭司。因此他需要再次

證明，自己是認真看待這個重要職份。 

 

在這點上，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已經為大祭司在贖罪日的職

份立下楷模。摩西兩度上山，每次上山四十天，並站在主面

前領受律法。第一次上山（出埃及記 24-31），他通過考驗，

但百姓卻悖逆。出埃及記第 32章到第 34章，摩西再次上山

為百姓贖罪（代求），這次他又停留了 40天，百姓卻耐心等

候，而且他帶下第二套法版。但他的臉在主的同在中發光，

卻讓百姓感到害怕，因此摩西用帕子蒙著臉。現在猶太傳統

認為，他是在以祿月第一天上山，並在提斯利月十日（也就

是贖罪日）帶著法版下山。 

 

新約中的贖罪日 

 

新約中有許多引用贖罪日的出處和典故。例如，在啟示錄第

6章、第 8章和第 11章，我們會發現對大祭司在贖罪日職份

的圖象化描述，例如在香爐放上香，以及在聖所上方出現約

櫃。新約中也有幾處經文提到「生命冊」（Book of Life）—就

是基於贖罪日的傳統。 

 

當然，希伯來書對贖罪日有最詳盡的描述。贖罪日被視為摩

西之約（Mosaic Covenant）的核心，每年提醒人們關於罪的

問題。但希伯來書描述這個新約（New Covenant）是建立在

更美好的應許上，因為是透過絕佳中保賜下的新約。在這裡，

耶穌不只被比作亞倫祭司，也被比作摩西，如同西奈之約的

中保。 



 

每次盟約都要經歷死亡，這表示某人或動物要犧牲才算完成

此約。如同摩西律法下的大祭司在贖罪日接受考驗，耶穌首

先也經歷過受苦和死亡的考驗，讓他得以成為我們永恆的大

祭司和萬主之主（以弗所書 2:5-11；希伯來書 4:15）。確實

因為他的順服，使他在經歷一切苦難後得以完全（路加福音

13:32；希伯來書 7:28）。然後他—復活—再次現身，由於他

沒有犯罪，因此能夠成為所有人的審判者（使徒行傳 2:22-33、

17:30-32）。當他將自己的血灑在天上的施恩座時，就已為那

些相信他犧牲大愛之人的罪，成就了永遠的救贖（希伯來書

7:27）。 

 

希伯來書 5:7-11確信耶穌……「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

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允。

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

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並蒙神『照著麥基

洗德的等次』稱他為大祭司。」 

 

在這裡，同樣需要指出的聖經真理是，耶穌的寶血在天上代

替我們說話，因為他在那裡將自己的血灑在施恩座上（希伯

來書 9:23-24, 12:24）。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耶穌受試驗和逾越節受死之間的關聯，

接著當他升上天，到父那裡去，他代替所有信靠他的人，將

自己的血灑在天上聖所的約櫃上，進一步實現贖罪日預表的

祭司角色。不過，贖罪日還有更深的先知性意義，尤其與耶

穌再來（Second Coming of Jesus）有關。這一點也在新約聖經

中獲得證明，如同在婚宴比喻中所看到的。 



 

婚宴的比喻 

 

耶穌所說的婚宴比喻出現在馬太福音 22:1-14，平行經文是路

加福音 14:7-24 中豐盛筵席的比喻。在第二聖殿（Second 

Temple）時期，婚禮是非常神聖而且歡樂的活動。宴席和歡

樂氣氛甚至會維持一個禮拜或是更長時間，分享這個時刻的

歡樂被視為一項美德（Mitzva）。當耶穌講述這個比喻時，他

的聽眾能理解他所描繪的畫面，因為這種傳統婚禮是猶太文

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馬太福音第 22 章讀到，某位國王為兒子安排一

場婚禮，並邀請經常名單上的貴族和精英參加，但由於他們

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甚至有人將國王的臣僕殺害了。於是，

他派了更多僕人去到大馬路上和圍籬邊－無論善惡都邀請

他們來參加婚宴。路加福音 14:15-24中描述一場豐盛的筵席，

推測應該是婚宴；因為路加福 14:7-14 的前幾節，耶穌提醒

我們，在婚宴中要坐在低下的位子，免得有人將你從前排的

位子擠掉。所以這些都是非常類似的比喻。 

 

現在馬太福音提到，最初受邀的賓客都太忙於事業和家庭，

而路加福音說道，這些大人物全都為自己為何不能參加宴席

找藉口。但在馬太福音第 22章出現另外的場景；就在婚禮開

始前，國王進到休息室檢視所有賓客，發現一名男子沒有穿

著婚宴禮服。國王和他對質，但那人沉默不語，不做任何辯

解。接著國王下令將他綑綁，扔到外頭黑暗中。 

 



 

檢視婚宴禮服的這一刻很具有意義！因為秋天節日—包括猶

太新年  （Rosh Hashana）、贖罪日和住棚節（ Feast of 

Tabernacles），全都集中在一起，這些節日都是耶穌再來的

預兆！也是對耶穌加冕為王（Coronation of Jesus as King）和

羔羊婚筵（Feast of the Lamb）發出先知性預言。 

 

婚宴的比喻假設聽眾都熟悉古代東方的婚禮習俗，就是主人

會為受邀參加豪華筵席的賓客預備禮服。在古代，君王和富

豪的衣櫃裡都是花俏別緻的禮服（現代稱為「長衫（Caftan）」），

作為他們財富和榮耀的象徵。在聖經出現的例子有： 

 

創世紀 45:22－約瑟給所有哥哥各一套衣服，卻給便雅憫三

套衣服。 

士師記 14:12－參孫為猜出謎語的人提供三十件細麻內衣和

三十套更換的衣服。」 

列王記下 5:22－乃縵答應為以利沙準備十套衣裳，加上金子

和銀子。 

列王記下 10:22－以色列王耶戶從掌管服裝的人手中為巴力

廟裡的人提供袍子。 

以斯帖記 6:8和 8:15－哈曼說：將王袍給他穿上/末底改穿上

王宮朝服。 

 

即使是今天，在非常高級的鄉村俱樂部和餐廳，對服裝都有

類似嚴格的規定，如果穿著不得體的客人想要入場，小型更

衣室內就會提供他們合適的晚宴外套和其他服裝。 

 



 

在耶穌的比喻裡，如果有人拒穿君王免費提供賓客的禮服，

就是對王大不敬。如果那人被抓到自己穿著舊衣，就會被強

行驅離該慶祝場所，這才知道他所做的是冒犯的行為。 

 

這是耶穌教導自以為義有缺失的方式。從一開始，上帝就為

我們的罪提供「遮蓋」。亞當和夏娃嘗試用無花果樹葉遮掩

自己的赤身露體與羞恥，但上帝用動物毛皮替代這些葉子，

代表動物犧牲生命（創世記 3:7, 21）。我們堅持遮掩自己的

羞恥，就像穿上「污穢的衣服」（以賽亞書 64:6）。在啟示

錄中，我們看到天上的人都穿上「白袍」（啟示錄 7:9），我

們知道袍子之所以潔白，因為是被羔羊的寶血所洗淨（第 14

節）。我們相信上帝的公義，而不是靠自己的義（腓立比書

3:9）。另外，上帝形容真正的教會是「毫無玷污或皺紋」（以

弗所書 5:27）。 

 

最後，在啟示錄 19:6-9中，群眾聚集是因為「羔羊婚娶的時

候…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

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

『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正如君王為賓客預備婚宴禮服一樣，上帝也為人類預備救恩。

我們的婚宴禮服是基督的義，除非我們得著救恩，否則就無

法參加他愛子的婚宴。 

 

偉大的佈道家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在評論婚宴的比喻

時，恰當地指出，君王為賓客預備長袍是東方的習俗。這些

婚宴禮服是恩典的象徵，白白給予，也白白領受。 



 

穿著禮服是代表對君王和這位新郎兒子的尊重。那這人為何

會說不出話來？找藉口是最輕而易舉的方式。但在比喻中，

這人卻無話可說。他本可輕鬆穿上國王所預備飄逸又美麗的

長袍，但他根本不在乎。他代表某種象徵，意在警告我們所

有人，應該如何做好準備，等候出現在上帝面前。 

 

在猶太新年，我們就要站在主面前，讓羊角聲喚醒我們的靈

魂，進入充滿敬畏與反省的時刻。在贖罪日，無論上帝是否

會發現我們赤身露體和羞愧，或者是否配得他的恩典，上帝

都已作出判決。如果你資格符合，現在就可以為你得救贖歡

呼慶賀，並加入這場住棚節的婚宴！ 

 

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婚宴前的準備階段。這個贖罪日，讓我

們確定自己穿上神藉著耶穌這位大祭司為我們預備的公義

袍，他的寶血也已灑在天上的施恩座上。 

 

新聞出處：ICEJ 

作者：大衛．帕森斯，ICEJ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新聞日期：2021/09/10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利未記 23:26-32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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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這日，什麼工都不可做；因為是贖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

的神面前贖罪。當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從民中剪除。

凡這日做什麼工的，我必將他從民中除滅。你們什麼工都不

可做。這在你們一切的住處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你們

要守這日為聖安息日，並要刻苦己心。從這月初九日晚上到

次日晚上，要守為安息日。 

 

啟示錄 19:6-9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

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赴羔羊婚筵的有

福了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

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

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天使吩咐我說：「你

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

是神真實的話。」 

 

在猶太新年，我們就要站在主面前，讓羊角聲喚醒我們的靈

魂，進入充滿敬畏與反省的時刻。在贖罪日，無論上帝是否

會發現我們赤身露體和羞愧，或者是否配得他的恩典，上帝

都已作出判決。如果你資格符合，現在就可以為你得救贖歡

呼慶賀，並加入這場住棚節的婚宴！我們發現自己正處在婚

宴前的準備階段。這個贖罪日，讓我們確定自己穿上神藉著

耶穌這位大祭司為我們預備的公義袍，他的寶血也已灑在天

上的施恩座上。 

  



 

特會即將到來 

2021年 9月 20-27日 

 

親愛的朋友們： 

 

線上住棚節特會「以利亞的日子」廣邀來自世界各國和以色

列當地的精彩講員，每一位都將傳講充滿神大能的信息，將

深深影響您的生命，在靈裡您也會被神服事。接下來向您介

紹特會的講員： 

 

 

我們非常期待與您一起歡慶住棚節！ 

 

來自耶路撒冷的問安 

 

猶根布勒博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總裁 

 



 

 



 

ICEJ協助猶太少女 

完成回歸以色列的心願 

 

更多阿利亞回歸班機即將啟航！ 

 

 

 

在持續的旅遊防疫禁令和經濟的不確定性當中，猶太人仍持

續尋找回到應許之地的途徑，以及預計接下來幾個月阿利亞

回歸人數甚至將加增。至 2021年為止，超過 18,500名猶太

人移民回到以色列。如同以往，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也

在協助這波阿利亞回歸浪潮，今年帶回超過 2,200 名猶太新

移民回歸以色列，包含我們資助超過 1,300 位來自世界各地

的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阿利亞專機。 

 



 

今年夏天，來自南非的泰勒．凱斯特曼（Talya Kestelman）搭

乘 ICEJ 贊助的緊急專機，完成阿利亞回歸。身為一名 23 歲

的青少女，她帶著喜樂和盼望展開她生命中全新的篇章。泰

勒 15歲因著參與學校活動，第一次來到以色列。 

 

「我當時完全愛上這個國家。」她回想起，「我感覺與以色

列的關係是如此的緊密，我的靈魂被點燃了起來。」 

 

 

 

她後來與家人再次來到以色列，她明白她屬於那裡。「上帝 

當時向我傳遞一項訊息—我需要住在以色列。」她微笑地說。 

 

泰勒分享她對於與家人住在以色列的渴望，並請求允許搬到

那裡。家人的答覆很簡單，她首先需要完成大學學位。因此，

她認真地學習並獲得了文憑。 

 



 

「我將會去以色列。我需要去那裡。」她堅定地說，「我需

要活出我的生命以及認識我的民族。我需要體會成為一位真

正以色列人的生活。」 

 

泰勒是她的家族首位展開回歸以色列旅程的成員。她期盼今

年 12 月見到她的父親，屆時他計劃探望她並了解以色列的

生活。 

 

「我真的希望未來幾年內全家人都會搬到以色列。」泰勒傾

訴道。 

 

泰勒很感謝世界各地支持猶太人回歸的基督徒以及 ICEJ資助

她搭乘飛往以色列的班機，改變了她的人生。 

 

「我很感謝擁有這次的機會來到以色列。」她說道，「我知

道這個國家無論如何都會接納我，僅因為我是猶太人，對我

來說，這真的是很特別的祝福。」 

 

在隔離結束後，泰勒在以色列的首站是參加在耶路撒冷以色

列語言學校 Ulpan Etzion的密集希伯來語課程。 

 

「加入這個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民族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我

們擁有相同的異象和呼召，我們放下所有來到這個特別的地

方，學習新的語言並在這裡開始了我們的人生。能參與在其

中真的是非常特別。」她闡述道。 

 



 

接著，泰勒即將搬入一棟公寓定居，並期待開始攻讀環境研

究碩士學位。 

 

「以色列在永續設計和綠建築方面有很多的學習機會。這是

我希望從事的領域。」她說道。 

 

我們為這位來自南非的年輕猶太少女禱告，她將會在她的新

/舊家園—以色列實現她的夢想和抱負。 

 

同時，接下來的幾個月將會有更多阿利亞回歸班機。例如，

我們承諾今年秋季將協助數百位來自衣索比亞的猶太人和

瑪拿西支派猶太移民回歸。 此外，也將有來自斯拉夫民族國

家以及來自北美的回歸班機。 

 

 

 



 

我們希望幫助一戶家庭申請阿利亞回歸，他們是來自印度東

北部瑪拿西支派的辛西特家庭。奧什．辛西特（Osher Singsit）

與他的妻子、四個兒子和兩個女兒都希望在幾週內抵達以色

列。您的奉獻支持將能幫助我們實現這個目標。奧什有位哥

哥，自從 14 年前他完成阿利亞回歸並定居於以色列的馬特

洛城鎮後，奧什就沒有見過他了。他還有兩個姊姊，最近也

完成阿利亞回歸並在以色列生下孩子。 

 

「因您的奉獻支持和禱告，今年我們將能回歸阿利亞，回到

以色列這塊應許之地。」奧什說道，「我的孩子非常興奮！

我們是瑪拿西支派的後裔。我們族裔已經失散許多年了，現

在我們希望在以色列與我們的根重新連結。」他請求道。 

 

即使在全球疫情大流行中，我們也可以共同參與基督徒將數

千名猶太人安全帶回以色列，以這強而有力的美好見證度過

這一年。因此，懇請您今日奉獻和禱告支持 ICEJ阿利亞回歸

事工。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9/10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p.ecpay.com.tw/8DA7B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66:19b-21 

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

國中送回，使他們或騎馬，或坐車，坐轎，騎騾子，騎獨峯

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好像以色

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華的殿中；這是耶和華說

的。耶和華說：我也必從他們中間取人為祭司，為利未人。 

 

願我們是那傳揚主的榮耀的國家，並將我們的長兄從列國中

送回以色列！ 

  



 

ICEJ 居家照護團隊遞送 

甜美的節期驚喜！ 

 

 

 

為今年九月初的猶太新年假期將遞送 120份精美的節期禮品，

禮物袋已包裝完成並繫上精緻的緞帶。每份禮物皆附有一個

冰箱記事磁鐵、精美的馬克杯、一罐以色列特產的茶葉和蜂

蜜，以毛巾精心包裝並繫上緞帶和小石榴花，象徵這個特別

的季節。這份禮物附上一張由 ICEJ 護理長柯莉．范曼寧

（Corrie van Maanen）設計的卡片，附有以賽亞書 12:2節的

經文。 

 



 

 

 

ICEJ 護理長柯莉很早就開始探訪以色列各地的單親母親、身

心障礙人士、大屠殺倖存者以及她所關心的其他人們。對於

她所照顧的人們來說，猶太新年假期是一年當中很重要的日

子。「在這個節期間，當他們領受到這份愛的禮物時，他們

知道他們是被記得的。」柯莉說明道，「許多人來自前蘇聯，

在當時他們不被允許慶祝猶太節期。」 

 

「這是一個豐富且特別的季節，這份禮物卡將被珍藏。」柯

莉補充道，回想起她拜訪的一位女士，希望有一個特別的盒

子存放她所有的禮物卡。柯莉在她今年的生日時，送給她一

個美麗的珍藏盒。當她感到孤單時，她會拿出卡片，思想這

些年所有來自柯麗的鼓勵話語。 

 



 

 

 

石榴花象徵正直、知識與智慧，而蜂蜜代表甜蜜的新年願望。

「在猶太新年期間，這是我們想要給予他們的祝福。」柯莉

說道。 

 

您的奉獻幫助 ICEJ居家照護團隊為有需要的年長者和具有身

心障礙的猶太移民提供實質的個別服務。更多奉獻資訊請至

台灣 ICEJ官網 ICEJ.ORG.TW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7/3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何西阿書 6: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

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雨。 

 

在這個新年之際，再一次代表 ICEJ感謝所有支持慈惠事工和

回歸的教會和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相信您們必得滋潤，領受

豐盛的恩典和慈愛，興起發光，被主大大使用！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

華人分部，於 2012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

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

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祝福以色列; 每年以奉獻支

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華人團體上耶路撒

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禱消息給

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https://www.icej.org.tw  

 

認識台灣 ICEJ 

line@： 

台灣 ICEJ 

wechat 公眾号： 

ICEJ 圣城资讯网 

Facebook： 

ICEJ Taiwan 華語 

IG： 

icej.taiwan 

mailto:icej.taiwan@icej.org.tw
https://www.icej.org.tw/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line.me/ti/p/@rgl759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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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line.me/ti/p/@rgl759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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