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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言在家中：猶太傳統的啟發（VD 43,117） 
 

李子忠 
 
基督徒與猶太人對聖經的理解 
 
新舊約的緊密關係，令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有一個很特殊的連繫。聖保祿曾用

橄欖樹和接種其上的野橄欖枝，來比喻二者的關係（羅11:17-24）。教宗在
《上主的話》勸諭（Verbum Domini: VD）中更敦囑，在時機適合時，應該締造
公開來往和交流的機會，以促進基督徒與猶太人的彼此認識，互相尊重，甚至

在研究聖經上共同合作（VD 43）。 
 
我們彼此有許多共同的傳統，舉例說，我們可找到天主愛一切民族的動人記

載：在與諾厄立約中，天主把人們聯合於一個大懷抱裏，以雲中出現的霓虹作

為標記；按照眾先知所說的，祂願意聚集天下眾人成為一個大家庭（VD 
117）。 
 
舊約是基督降生前最後四、五個世紀，在猶太社會中達致最後定形的。這時期

的猶太主義，亦為新約及初期教會的起源提供了一個背景。聖經詮釋始於猶太

社會，耶穌和初期教會也源自這釋經傳統。從奧利振（Origen）和熱羅尼莫
（Jerome）開始，每個時期精明的基督徒釋經學者，都會從猶太人的聖經研究
中尋求啟發，得以進一步了解這部經書。不少現代釋經學者，也在步他們的後

塵（《教會內的聖經詮釋》， Enchiridion Biblicum : EB 1333-1334 ）。 
 
基督徒可以且必須承認以猶太人的方式去理解聖經，是可採用的方法之一，因

為它與第二聖殿時期的希伯來聖經有連續性，同時類似基督徒對聖經的理解，

因為兩者都是在同一時期發展而來的。兩者都是與各自對這信仰的觀點相關

連，兩者都是這信仰的成果及表達，因此兩者都是互不取代的。在實際的釋經

層面上，基督徒大可參詳有二千多年歷史的猶太釋經法，事實上，歷來的基督

徒已從中學到了不少。就基督徒而言，他們也希望猶太人能從基督徒的釋經研

究中有所得著（《在基督徒聖經中的猶太人及其聖經》：EB 1732-1733）。 
 
畢竟，無可否認的，猶太團體與基督徒團體間，在總體結構上差異極大：在猶太

人而言，雖然有不同形式，但總是圍繞著同一個宗教，按照同一啟示經典和口傳

傳統，以確定一個民族和一種生活方式；但在基督徒而言，他們之所以凝聚成一

個團體，全是因為信仰主耶穌，即那死而復活且永生的默西亞、天主子。這兩個

起始點形成了兩個詮釋聖經的環境，兩者間雖有不少聯繫和類同的地方，實際卻

有天淵之別（《教會內的聖經詮釋》，EB 1337）。 
 
 
猶太家庭傳授天主聖言的傳統 
 
在聖經時代的猶太社會中，按制度負責傳授天主聖言的人是司祭。上主訓示亞

郎說：「你或你的兒子⋯⋯應教訓以色列子民，上主藉梅瑟吩咐他們的一切法
令」（肋10:9-11）。在遇到疑惑或有什麼爭訟，以色列子民應「去見肋未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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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他們；凡他們教訓你的，應完全遵行」（申17:8-10）。在梅瑟給十二
支派的祝福中，指明肋未司祭「要將你的誡命教給雅各伯，將你的法律授給以

色列」（申33:10）。這個講授天主聖言的責任，不遜於他們舉行祭祀的本份。
這職責在後期，尤其在聖殿毀滅後，被平信徒出身的經師逐漸取代。 
 
但另一方面，在猶太家庭中，父親負起了司祭的責任，他要教導子女天主的誡

命，傳授給他們上主藉梅瑟說的一切話。舉例說，論到逾越節有關奉獻長子的

法律時，天主說：「在那一天要告訴你們的兒子說：是因為上主在我出埃及

時，為我所行的事。應把這事做你手上的記號，做你額上的記念，好使上主的

法律常在你口中，因為上主用強有力的手臂，領你出了埃及。所以你應年年按

照定期遵守這規定」（出13:8-10）。 
 
在著名的「協瑪經」（Shema：申6:4-9）中，梅瑟訓示以色列人說：「我今天
吩咐你的這些話，你應牢記在心，並將這些話灌輸給你的子女」（參看申6:20-
21；出12:26；蘇4:6-7；詠78:3-4）。又說：「假使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上主
我們的天主吩咐你們的這些教訓、法令和規則，究竟有什麼意思？你應對你的

兒子說：我們曾在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上主卻以大能的手將我們由埃及領了

出來。上主在我們的眼前，對埃及，對法郎和他全家，行了轟轟烈烈的神蹟和

奇事；將我們從那裡領出來，領我們進入他誓許給我們的祖先，要賜給我們的

土地。那時，上主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法令，為敬畏上主我們的天主，為使我

們時時得享幸福，得保生命，就如今日一樣。我們在上主我們的天主面前，照

他所吩咐我們的，謹慎遵行這一切誡命，就是我們的義德」（申6:20-25）。 
 
另方面，子女也要問自己的父親有關救恩史的事：「問你的父親，問你的長

輩，他必給你講述⋯⋯」（申32:7）。這是一個互動的教理講授，一個雙向的
聖經研習。按照猶太人的傳統：「五歲應學習聖經（Torah）；十歲應學習米市
納（Mishnah）；十五歲應學習塔耳慕得（Talmud）」（Aboth, V 21）。父親「應教
導兒子一門手藝，凡不教其子一門手藝者，無異讓他淪為盜賊」（Tosephta 
Qiddushim, 1,11）。 
 
傳授天主聖言的本份，應由家中開始，「應將這些話教給你們的子孫，不論住

在家裡，或在路上行走，或臥或立，不斷地講述」（申11:19; 6:7）。在安息日
上，父親甚至可以司祭的祝福（戶6:24-26）來祝福自己的家人。父親的司祭職
尤其在安息日和大節日上彰明較著。雖然猶太會堂也是孩子學習聖經的地方，

卻不取代家中的聖經傳授。 
 
 
週年慶節在家中的聖經傳授 
 
1）逾越節：前夕（尼散月十三日）除酵行動——當全屋的大掃除完成後，日落
之時大家點起蠟燭搜尋酵子（bedikat hametz）。也有習慣把一些麵包碎屑故意
留下來，讓家中的小孩子能有所尋獲。市面上也有專為這儀式用的燭台、小掃

帚和盛碎屑用的匙羹，這些用具都可與所搜集的酵子一起燒掉。在開始搜尋前

先誦念：「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我們讚美你，因為你藉誡命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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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又命我們清除一切酵子。」除酵完畢，全家總動員把飯廳佈置一新，

小孩子用自己的剪紙或圖畫來點綴一番。 
 
父親在晚餐擘餅（yahatz）時，從三片叠在一起的無酵餅中，取出第二片，在
眾人觀看下把它擘開，把其中一半用餐巾裹好，放在一邊，這是留待餐後當作

羔羊吃的「保留之餅」。許多人會把「保留之餅」收藏起來，在餐後讓家中的

小孩子把它尋回，並以禮物把餅贖回讓大家吃。這都是為了使兒童能產生興

趣，並保持醒寤。 
 
猶太兒童會發現逾越節晚餐開始時，頗像一般的安息日晚餐。二者都以「祝聖

慶日經文」（kiddush）開始，但跟著舉行的洗潔禮卻不念經文。洗手後，通常
便會開始吃麵包，但今晚卻拿青菜蘸鹽水吃；台上的餅擘開了，卻又不立刻拿

來吃。這一切看在一年一次參加逾越節晚餐的兒童眼裡，就是一連串的問號，

正好在下一個「敘述」環節中發問。這些問題今日而有一定格式： 
 
 為什麼今晚與其他晚上不同呢？（Ma nishtana）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吃發酵或無酵餅，今晚為什麼只吃無酵餅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可以隨意吃任何蔬菜，今晚為什麼要吃苦菜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毋須把菜蘸醬吃，今晚為什麼要兩次蘸醬吃菜呢？ 
 －在平日晚上，我們坐著吃餐，今晚為什麼要斜倚著吃呢？ 
 
父親於是開始解答孩子的問題，藉此向全家人講述逾越節的故事：「我們曾在

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但上主我們的天主，卻以強力的手，伸展的臂，把我們

從埃及領出來（申6:21；26:8）。假若神聖而堪受讚美的天主，沒有救我們的祖
先出離埃及，那末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如今還要在埃及作法郎的奴隸。所以，即

使我們熟讀和精通法律書，我們仍有責任去重述脫離埃及的故事。是的，誰能

在有生之年傳誦脫離埃及的事蹟，真是堪受稱揚的。」 
 
講述出埃及故事後，全體詠唱一首數算天主大恩清單的兒童歌謠《我們已心滿

意足》（Danyenu，公元前二世紀作品）：「天主若只領我們出埃及，而沒有
懲罰埃及人，我們已心滿意足了⋯⋯」這首歌共有14節，數算出天主的15個大
恩，由出埃及至入許諾之地為止：出埃及、罰埃及、懲神祇、殺長子、奪財

寶、分紅海、過紅海、誅仇敵、四十年、賜瑪納、安息日、西乃山、賜法律、

入許地、建聖殿。 
 
晚餐後，誦念亞肋路亞聖詠時，父親會叫孩子把房門打開，準備迎接厄里亞先

知。相傳默西亞會在逾越節到來，但厄里亞要先來為他預備（拉3:23-24；參看
瑪17:10），所以餐桌預備了一個位置給厄里亞，此時父親也為厄里亞盛滿一杯
酒，此即「厄里亞之杯」（kos Eliyahu）。有些父親在小孩子不留神時，把酒
喝掉，哄他們說是先知來了。這一切都為增加氣氛，讓小孩樂在其中，從而向

他們灌輸救恩史事蹟。 
 
席間還有許多宗教兒歌和遊戲，當中最著名的是《誰知一是什麼？》（Echad 
Mi Yodea，十五世紀作品）和《一隻小羊》（Chad Gadya，十五世紀作品），
二者都是傳統考記性的遞增歌詞式宗教兒歌，目的也是灌輸聖經和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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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誰知一是什麼？》（Echad Mi Yodea?）1 
誰知一是什麼？我知一是什麼：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二是什麼？我知二是什麼：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三是什麼？我知三是什麼：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四是什麼？我知四是什麼：四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

物真主。 
誰知五是什麼？我知五是什麼：梅瑟五書；四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

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六是什麼？我知六是什麼：米市納六書；梅瑟五書；四位母親；三位聖

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七是什麼？我知七是什麼：一週七天；米市納六書；梅瑟五書；四位母

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八是什麼？我知八是什麼：八日割禮；一週七天；米市納六書；梅瑟五

書；四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九是什麼？我知九是什麼：懷胎九月；八日割禮；一週七天；米市納六

書；梅瑟五書；四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十是什麼？我知十是什麼：天主十誡；懷胎九月；八日割禮；一週七天；

米市納六書；梅瑟五書；四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

物真主。 
誰知十一是什麼？我知十一是什麼：若瑟夢中十一顆星；天主十誡；懷胎九

月；八日割禮；一週七天；米市納六書；梅瑟五書；四位母親；三位聖

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十二是什麼？我知十二是什麼：以色列十二支派；若瑟夢中十一顆星；天

主十誡；懷胎九月；八日割禮；一週七天；米市納六書；梅瑟五書；四

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十三是什麼？我知十三是什麼：天主十三屬性；以色列十二支派；若瑟夢

中十一顆星；天主十誡；懷胎九月；八日割禮；一週七天；米市納六

書；梅瑟五書；四位母親；三位聖祖；兩塊約版；一個天地萬物真主。 
 
《誰知一是什麼》可有許多版本，綜合了許多猶太教的重要道理，的確是家庭

教理講授的良法。2 
 

（b）《一隻小羊》（Chad Gadya） 
一隻小羊，一隻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1    三位聖祖（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四位母親（撒辣、黎貝加、肋阿、辣黑耳）；梅瑟五書

（創世紀、出谷紀、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米市納六書（農務法、節慶法、婚姻法、民刑

法、祭獻法、聖潔法）；天主的十三個個屬性（參看出 34:6-7）。 
2    一個可用的天主教版如下：「一個天地萬物真主；新舊兩約（或兩大誡命）；天主聖三（或信望愛三

德）；四部福音（或萬民四末）；耶穌五傷（或教會五規）；加納六口石缸；七件聖事（或架上七言
2    一個可用的天主教版如下：「一個天地萬物真主；新舊兩約（或兩大誡命）；天主聖三（或信望愛三

德）；四部福音（或萬民四末）；耶穌五傷（或教會五規）；加納六口石缸；七件聖事（或架上七言

／聖神七恩／七罪宗）；真福八端；耶穌第九時辰死於架上；天主十誡（或十個童女比喻／耶穌治

好十個癩病人）；耶穌復活後顯現給十一位宗徒；十二宗徒（治好患血漏病十二年的婦人／復活雅

依洛十二歲的女兒）；保祿十三封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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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來了，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狗來了，狗噬了貓，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棒來了，棒打了狗，狗噬了貓，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火來了，火燒了棒，棒打了狗，狗噬了貓，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

來的小羊。 
水來了，水滅了火，火燒了棒，棒打了狗，狗噬了貓，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

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牛來了，牛喝了水，水滅了火，火燒了棒，棒打了狗，狗噬了貓，貓吃掉小

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屠夫來了，屠夫宰了牛，牛喝了水，水滅了火，火燒了棒，棒打了狗，狗噬了

貓，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死亡天使來了，死亡天使殺了屠夫，屠夫宰了牛，牛喝了水，水滅了火，火燒

了棒，棒打了狗，狗噬了貓，貓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

羊。 
至聖者來了，願祂永受讚美，至聖者毀滅了死亡天使，死亡天使殺了屠夫，屠

夫宰了牛，牛喝了水，水滅了火，火燒了棒，棒打了狗，狗噬了貓，貓

吃掉小羊，是父親用兩個銅錢買來的小羊。 

 
2）五旬節／七七節（Shavuot）：中世紀時人們已把兒童開始接受教育，和七七
節慶典連在一起，目的是要他們明白學習乃喜樂和有回報的。有一傳統把希伯

來文二十二個字母，塗上蜜糖或附上糖果，當兒童識別出一個字母時，便可舔

去字母上的蜜糖或吃掉糖果。這樣便實現了聖詠上的話：「你的教言對我的上顎

多麼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要甘美！」（詠 119:103）。 
 
 

       
 
 
3）帳棚節（Sukkot）：節日前全家總動員蓋搭帳棚。按傳統人們在七天的慶期
中，每天邀請一位神秘嘉賓（ushpizin）到帳棚來。有些傳統每天燃點一支蠟
燭，用來迎接這位嘉賓。傳統上的七位神秘嘉賓都是曾經流浪的聖經人物：亞

巴郎曾由烏耳（Ur）遠赴客納罕，依撒格也遍遊客納罕（Canaan），雅各伯逃難
至帕丹阿蘭（Paddan-Aram），若瑟被賣至埃及，梅瑟由埃及逃亡至米德楊
（Midian），後與亞郎一起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四十年，達味在曠野逃避撒
烏耳王追殺。他們的生活都反映出，「帳棚」是居無定所或流離失所的象徵。近

年來更有人邀請聖經上著名的女性：撒辣、辣黑耳、黎貝加、肋阿、米黎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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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彼蓋耳、艾斯德爾，作為慶節的神秘嘉賓。父親要給孩子講這些聖經人物的

故事。 
 
 
4）安息日祝福子女（berakat horim）是一項遠古的習俗，亦是維繫以色列民至
今的古老儀式，相傳此禮源自依撒格和雅各伯的祝福（參看創 27; 49）。子女在
嬰孩時期被抱至父母前接受祝福，子女長大後親自走到父母面前，俯首接受祝

福。父親在餐桌前按手在子女頭上誦唸： 
 

（為兒子） 
願天主使你像厄弗辣因和默納協一樣！（參看創 48:20） 

（為女兒） 
願天主使你像撒辣、黎貝加、辣黑耳和肋阿一樣！	 

（然後誦念「司祭祝福」，戶 6:24-26）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	 
 

附錄 
 

猶太安息日家庭禮儀 
 
（1）燃燭（Sabbath Candle Lighting）－安息日的第一個儀式是燃點一對洋燭，
是家中婦女的職務，且應在日落前 18 分鐘燃點。安息日燃燭是《米市納》
（Mishnah）的規定，因為二世紀後，洋燭開始取代油燈作照明之用。洋燭的數
目至少應有兩支，象徵安息日的兩重誡命（zachor - shamor）：「應記住（zachor）
安息日，守為聖日」（出 20:8）。「應遵守（shamor）安息日，奉為聖日」（申
5:12）。 
 
燃燭者披上頭紗，點燃蠟燭後，先用雙手在燭光上搖榥，然後雙手遮著雙眼，

誦唸燃燭祝文。誦經完畢，雙手放開，注視燭光，象徵天主的第一個創造行動
（創 1:3），並為此而感謝天主。燃燭祝文如下： 
 

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我們讚美你，因為你藉誡命祝聖我

們，又命我們點燃安息日的燭光。阿們。	 

 
（2）迎接安息日歌－這首名為「友儕請來迎接新娘」（Lekha Dodi）的安息日
歌曲，詩節內容來自聖經章節（出 20:8; 申 5:12; 依 52:1,2; 詠 69:19; 依 51:17; 
60:1; 民 5:12; 依 45:17; 詠 42:6; 依 14:32; 耶 30:16,18; 依 49:19; 62:5; 54:3），共有
九節，但只有第一、二及九節的內容才講論安息日，其餘詩節講論猶太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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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包括重建耶路撒冷和默西亞的來臨。詩歌的疊句來自《塔耳慕得》

（Talmud），相傳經師哈尼納（Rabbi Hanina）在安息日便會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向人宣佈：「請你們齊來迎接安息日王后！」經師雅乃（Rabbi Yannai）也會在
安息日披上華服宣佈說：「新娘，請來！新娘，請來！」。今日詠唱這首安息日

歌時，大家都會轉面朝西方，因為日落就是安息日來臨的最明顯記號。在唱至

最後一節：「新娘，請來！」時，大家更俯首向安息日致敬。 
 

（疊句）友儕請來迎接新娘！請來歡迎安息日！ 

1.「遵守」和「記住」安息日，此乃唯一天主的訓令。	 
上主唯一，他的聖名唯一；願一切尊威、光榮和讚頌歸於祂。（疊句）	 

2.	 來，讓我們齊去迎接安息日，因為她是祝福的泉源。	 
她從亙古己被確立，最後受造，卻佔鰲頭。（疊句）	 

3.	 起來吧！君王的聖所，王國的城邑，走出凄涼的廢墟；	 
妳蟄伏於這涕泣之谷已良久，天主要向你廣施憐憫。（疊句）	 

4.	 我的子民，抖下灰壟，起來吧！穿上華麗的衣服。	 
請藉著白冷人葉瑟之子，親近我的靈魂施予救贖。（疊句）	 

5.	 起來，起來！起來炫耀吧！因為你的光明已經來到。	 
奮發啊！奮發啊！請歌唱！上主的光榮已顯示於你身上。（疊句）	 

6.	 你不會蒙羞受辱！你為何悲傷，為何憂苦？	 
我子民中的憂患者在你內要得到保護，聖城在廢墟上重建起來。（疊句）	 

7.	 凡劫掠你的，必遭劫掠；一切吞噬你的人已遠離他去。	 
新郎怎樣喜愛新娘，你的天主也要怎樣喜愛你。（疊句）	 

8.	 你要藉著培勒茲的後裔，向南北拓展，	 
你要歡欣喜慶，讚頌上主。（疊句）	 

9.	 你是丈夫的榮冠，請在平安中來臨，懷著喜樂和歡欣。	 
新娘，請來！新娘，請來！臨於忠信的選民當中。（疊句）	 

 

把安息日擬人化作一位新娘和王后，表示安息日的優雅和尊威，以及猶太人對

安息日的眷戀和愛慕，就如天主把安息日許配給猶太人，因此安息日便成了猶

太人熱切期待來臨的新娘。 
 
（3）祝福子女（berakat horim）是一項遠古的習俗，亦是維繫以色列民至今的
古老儀式，相傳此禮源自依撒格和雅各伯的祝福（參看創 27; 49）。子女在嬰孩
時期被抱至父母前接受祝福，子女長大後親自走到父母面前，俯首接受祝福。

父親在餐桌前按手在子女頭上誦唸： 
 

（為兒子） 
願天主使你像厄弗辣因和默納協一樣！（參看創 48:20） 

（為女兒） 



聖言在家中：猶太傳統的啟發（VD 43, 117） 8 

願天主使你像撒辣、黎貝加、辣黑耳和肋阿一樣！	 

（司祭祝福，戶 6:24-26）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4）賢婦讚（ eshet chayil，箴 31:10-31）－這是一篇以希伯來廿二個字母為每
詩節首編寫成的詩歌，是父親在子女前，對自己的妻子的稱讚： 
 

10 賢淑的婦女，有誰能找到？她本身的價值遠勝過珠寶。11 她的丈夫對

她衷心信賴，一切所需從來不會缺少。12 她一生歲月，只叫他幸福，

不給她煩惱。13 她弄來羊毛細麻，愉快地親手勞作。14 她宛如一隻商

船，由遠處運來食糧。15 天還未明，她已起身，為給家人分配食物，

給婢女分派家務。16 她看中一塊田地，就將它買了來，以雙手所得的

收入，栽植了葡萄園。17她以勇力束腰，增強自己臂力。18她發覺自己

經營生利，她的燈盞夜間仍不熄滅。19 她手執紡錘，手指旋轉紗錠。
20 對貧苦的人，她隨手賙濟；對無靠的人，她伸手扶助。21 為自己的家

人，她不害怕風雪，因為全家上下，都穿雙料衣裳。22 她為自己做了

華麗的舖蓋，身穿的是細麻和紫錦的衣裳。23 她的丈夫與當地長老同

席，在城門口深為眾人所認識。24 她紡織紗布予以出售，又製造腰帶

賣與商賈。25 剛毅和尊嚴是她的服飾，一念及將來便笑容滿面。26 她一

開口即傾吐智慧，舌上常有仁慈的訓誨。27 她不斷督察家務，從不白

吃閒飯。28 她的子女起來向她祝福，她的丈夫對她讚不絕口：「29 賢淑

的女子很多，唯有你超群出眾。」30 姿色是虛幻，美麗是泡影；敬畏

上主的女人，才堪當受人讚美。31 願她享受她雙手操勞的成果！願她

的事業在城門口使她受讚揚！	 

 
（5）祝聖安息日（kiddush）－天主祝聖了安息日，把它與平日分開。「祝聖」
（kiddush）一詞有「分開」之意：即離開凡俗的境界，進入神聖的境界。父親
拿起一杯葡萄酒唸祝文 berakah），以祝聖安息日，然後大家共飲葡萄酒。所有
猶太人的慶節，都以類似的經文和儀式開始，但在安息日，先誦唸創造天地故

事的結束： 
 

過了晚上，過了早晨，這是第六天。這樣，天地和天地間的一切點綴

都完成了。到了第七天，天主造物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

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天主祝福了第七天，定為聖日，因為這一

天，天主停止了他所行的一切創造工作。（創 1:31-2:3） 

 

（葡萄酒祝文） 
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創造了葡萄的果實，我們讚美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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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祝文） 
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以誡命祝聖並悅納我們，我們讚

美你。你以慈愛和寬仁，把你神聖的安息日賜給我們作產業，作為你

創世的紀念。安息日紀念我們脫離埃及，是我們最大的慶日。你從萬

民中揀選並祝聖我們，又以慈愛和寬仁把你神聖的安息日賜給我們作

產業。上主，你祝聖了安息日，我們讚美你。	 

 
（6）祝福麵包（ha-motzi）－安息日吃的辮包（challah）以兩條麵團交叉編成，
象徵每星期五，天主在曠野中降下雙倍的瑪納，使選民有足夠的食糧留至安息

日（參看出 16:22）。父親拿起放在麵包袋中的辮包，誦唸以下祝文： 
 

上主，我們的天主，宇宙的君王，你使大地產生食糧，我們讚美你。	 

 
祝福麵包完畢，把辮包從袋中拿出，然後在上面灑上食鹽，象徵昔日在聖殿的

祭品上灑鹽（參看肋 2:13）。分吃這辮包時不用刀切開，因為這麵包象徵聖殿祭
壇上的祭品，而祭壇上是不可動用金屬製成的利器（參看出 20:25）。這一切儀
式完畢，全家懷着喜樂的心情同吃安息日晚餐。 
 
 
 
 
 
Sabbath Prayer from the film Fiddler on the Roof: 
Cf.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naZqHy2ZHE&NR=1 
 
May the Lord protect and defend you. May He always shield you from pain. May you 
come to be in Israel a shining name. May you be like Ruth and like Esther. May you 
be deserving of praise. Strengthen them, O Lord, and keep them from the stranger’s 
ways. May God bless you and grant you long lives. May the Lord fulfil our Sabbath 
prayer for you. May God make you good mothers and wives. May He send you 
husbands who will care for you. May the Lord protect and defend you. May the Lord 
preserve you from pain. Favour them, O Lord, with happiness and peace. O, hear our 
Sabbath prayer. A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