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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猶太人過五旬節要喫乳製品?

既然五旬節是慶祝小麥初熟, 為什麼猶太人過五旬節要吃諸如乳酪蛋糕的乳製品?
猶太人之所以吃乳製品, 其實是別有原因. 按照猶太傳統, 當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的第
一個五旬節, 正是 神降臨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顯現, 並賜下十誡的日子. 

出埃及記 19 章如此記載,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
西乃的曠野...就在那裡的山下安營”(出埃及記 19:1~2) 這裡中文和合本翻譯為“
滿了三個月”的希伯來原文 ַּבֹחֶדׁש ַהְּׁשִליִׁשי 的意思其實是“第三個月”, 也就是猶
太曆的第三個月(西番月, Sivan). “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因此指的是猶太曆 3 月 1
日. 在猶太曆 3 月 1 日, 以色列人來到西乃山下. 接下來幾天的時間過去了, “摩西到
神那裡...摩西去召了民間的長老來...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摩西下山往百
姓那裡去...他對百姓說、到第三天要豫備好了...到了第三天早晨...” (出埃及記 19:3,
7, 8, 14, 15, 16) 根據猶太傳統, 在猶太曆 3 月 6 日這一天, “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頂
上”(出埃及記 19:20), 而這一天剛好是當年從初熟節起數算日子的第五十天 , 也就
是五旬節. 在猶太歷史上的第一個五旬節, 神降臨在西乃山上. 神降臨在西乃山上作
什麼呢? 是為了頒布十誡,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曾將
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
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記 20:1~17)

十誡是律法的根基, 猶太人因此在五旬節這一天紀念 神賜給他們律法. 而猶太人過
五旬節吃乳製品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在猶太人的觀念裡, 律法是 神的話, 好比
奶一般滋養人的生命, 正如主耶穌的猶太使徒彼得所說,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彼得前書 2:2). 因此猶
太人過五旬節吃乳製品, 好比把 神的話吃下去一樣.

如果我們把 神降臨在西乃山的五旬節, 視為“首先”的五旬節, 聖靈降臨的五旬節,
 視為“末後”的五旬節, 而  我們會發現五旬節實在是 神降臨的日子. 在“首先
”的五旬節, 神降臨在西乃山; 在“末後”的五旬節, 神降臨在錫安山. 並且在“首
先”的五旬節, 神賜下祂的話, 而在“末後”的五旬節, 神賜下祂的靈. 而不管是 神
的話還是 神的靈, 都是 神賜給我們的禮物, 也都是我們不可或缺的.

基督徒是否應該慶祝五旬節?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 聖經說五旬節是“耶和華的節期”(利未記 23:2), 而不是“猶太人的節期”.
“節期”的希伯來文 מֹוָעִדים 的意思是“約會”(appointed time). “耶和華的節期”是
神與祂百姓的約會. 基督徒與猶太人同為 神的百姓, 大可與猶太人一同慶祝五旬節.

1



事實上, 自從五旬節聖靈降臨後, 早期外邦基督徒一直都有慶祝五旬節. 第二世紀的
教父, 里昂主教愛任紐說, 主日和五旬節一樣神聖. 第三世紀的教父, 迦太基的主教
特土良說, 五旬節是最喜樂的日子之一. 既然早期基督徒與猶太人一樣慶祝五旬節,
並不認為過五旬節是律法主義, 我們大可也和他們一樣慶祝五旬節.

其次, 因為主耶穌復活以後的第一個五旬節, 正是聖靈澆灌與教會誕生的日子, 所以
五旬節又被基督徒稱為“聖靈降臨節”. 直到如今其實仍有一些教會在五旬節這一
天紀念聖靈降臨, 因此我們也同樣可以在五旬節紀念聖靈的降臨.

當然, 基督徒慶祝或不慶祝五旬節, 和基督的救恩完全無關. 我們不會因為不慶祝五
旬節而失去救恩. 然而, 五旬節乃是不管在新舊約都有顯著屬靈意義的聖經節期, 實
在是值得所有 神的子民一起來紀念.

關於基督徒家庭慶祝五旬節的建議
五旬節晚餐的家庭祭壇

就像逾越節筵席一樣, 基督徒家庭也可以一起享用一個特別的五旬節晚餐, 作為一
個與眾不同的家庭祭壇, 與 神與家人團契. 和逾越節筵席不同的是, 猶太人並沒有
傳統的五旬節晚餐, 弟兄姊妹大可自行發揮創意, 比方說在晚餐中加上讀經和彼此
祝福. 建議的讀經內容包括:

• 五旬節的由來 (利未記 Leviticus 23:15~21)

• 首先的五旬節 (出埃及記 Exodus 19~20 章)

• 末後的五旬節 (使徒行傳 Acts 2:1~4, 16~21)

除此以外, 不要忘了準備乳製品作為晚餐的一部分喔! 乳酪蛋糕作為飯後甜點是相
當受歡迎的選擇.

通宵讀經禱告

除了吃乳製品外, 通宵讀聖經也是猶太人慶祝五旬節的傳統, 紀念 神在西乃山賜下
律法. 我們除了和猶太人一樣, 可以通宵讀聖經來紀念 神賜下祂的話, 也可以在讀
經中加上禱告, 就像當初的使徒等候聖靈一般,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
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使徒行傳 1:14), 來紀念
神在末後的五旬節賜下祂的靈. 當然, 雖然說通宵讀經禱告, 但也不見得非得熬通宵,
 端視各人的體力而定. 

除了讀經以外, 大家還可以彼此分享. 讀經的內容可以自由選擇, 或是參照猶太人的
傳統, 讀出埃及記 19~20 章以及路得記, 並且再加上使徒行傳 2 章. 若是覺得單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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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禱告有些沉悶, 也可以加上“午夜電影院”, 闔家一同觀看一兩部老少咸宜的電
影. 附帶一提, 電影“十誡”與“路得記”都是相當切合五旬節主題的電影.

附錄: 為什麼基督徒和猶太人的五旬節日子不同?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這一點, 但基督徒和猶太人的五旬節常常落在不同的日子. 比方
說, 2020 年基督徒的五旬節是 5 月 31 日, 而猶太人的五旬節是 5 月 29 日. 有兩個重
要原因造成了不同的日子. 一是基督徒計算復活節的方式乃是根據天主教定規的方
式: 春分當日或之後的第一個月圓之後的星期日為復活節, 而復活節前二天的星期
五則為逾越節(受難日), 與猶太人世世代代過逾越節永遠是猶太曆正月 14 日晚上不
同. 

但就算基督教的受難日與猶太人的復活節剛好落在同一天 , 基督徒的五旬節和猶太
人的五旬節還是有可能不同. 基督徒的五旬節是從復活節 (星期日) 開始數算的第
五十天, 這事實上也是當初撒都該人計算五旬節的方式. 然而現今猶太人卻是按照
法利賽人的傳統, 從猶太曆正月 16 日開始數算五十天. 法利賽人解釋五旬節的聖經
經文,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要滿了七個安息日”
(利未記 23:15) 中的“安息日”為猶太曆正月 15 日, 而不是一週的安息日. 因此“
安息日的次日”為正月 16 日.

為什麼法利賽人認為猶太曆正月 15 日是安息日呢? 原來他們乃是根據無酵節的聖
經經文,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要喫無酵餅七日。第一日當
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利未記 23:6~7), 既然正月 15 日“當有聖會、甚
麼勞碌的工都不可作”, 因此正月 15 日也是安息日.

自從主後 70 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後, 祭司階級的撒都該人逐漸式微, 法利賽人成為
後來拉比猶太教的先驅. 很多法利賽傳統因此保存下來, 成為後世的猶太傳統的一
部分, 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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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展華弟兄是在家教學的父親, 現與妻子雅菁姊妹定居美國並育有一子. 大學信主
時就熱愛聖經. 在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取得電腦與企業管理雙碩士學位, 任職加州矽
谷的高科技公司十餘年. 曾在海外神學院研讀. 2015年清楚蒙 神呼召, 對於猶太人
的靈魂得救有特別負擔. 2016年進入彌賽亞信徒神學院 Messianic Jewish 
Theological Institute (https://www.mjti.org/) 全時間就讀, 並於2019年畢業. (註: 彌賽
亞信徒神學院是一所由相信主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所辦的神學院)

劉展華弟兄目前除了在一間華人浸信教會主日聚會, 並參與主日講道與成人主日學
的事奉外, 同時也參加一間猶太彌賽亞信徒會堂的安息日聚會, 並教導青少年聖經
以及訓練他們吟唱希伯來文聖經.

劉展華弟兄全家四次在住棚節期間到以色列擔任翻譯並短宣. 屢受邀至教會傳講聖
經節期與猶太根源專題, 並在“神喜悅我國度事工”舉辦之特會擔任講員. 2014 年
起建立“彌賽亞信徒 - 追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部落格 
(https://chanhualiu.blogspot.com/). 目前並參與“橄欖樹國際事工”
(https://otiministry.org/) 的事奉, 努力促進基督徒與猶太人的相互關係, 作教會與會
堂的橋樑.

若是對五旬節懶人包有任何問題或是建議, 請發電子郵件至 jeff@otiminist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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