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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利未记 25章 

最令人惊讶的一道律法是记载在利未记 25章，这就是有关禧年的律法。在资本主

义的社会中长大的人，总是认为人可以无限量的积存财产，但禧年是每五十年一次. 

在禧年时, 要把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禧年的条例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土地改革，这是一条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执行的

律法。 

人们制定了许多的制度想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希望能将富人的产业分配给穷

人. 虽然他们都与禧年有相似的目标，但是都不能达到目的，例如共产制度，是一个

极端的制度，完全反对私有的权利，一切都掌管在政府之中. 当 1989许多共产国家

瓦解以后，可以看出此制度的失败. 比较缓和的方式是以不同的税率对收入不同的人

收税，也是为了想多征收富有人的税来帮助穷人，这些制度利用政府来执行. 对于一

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过一个简单的生活，把剩下的钱来帮助需要的人，就是遵守

禧年的精神。 

I 安息年---利未记 25:1-7 

虽然利未记 25章是唯一说到禧年的经文，但是一开始的七节经文都是在说安息

年，也就是说禧年的条例不仅仅是对禧年一年的要求，而是涵盖了在这五十年之间人

们如何管理所赐的产业，也纪念神的供应。 

安息年是每七年一次，就好像安息日每七天一次.安息年的规定是要让土地也有休

息的机会. 虽然人们不知道土壤的性质，但是这一个对农业生产有好处的一项政策. 

在没有耕种的那一年，有些农作物仍然会生产，人们仍然可以收取这些产物，只是不

能像过去一样有系统的耕种.在出埃及记 23章特别讲到安息年，很清楚地说到穷人可

以到没有耕种的土地上去拾取食物.（出 23:10-11）在申命记 15章中也提到安息

年，其中多了两条诫命，第一在安息年时，一切债务要被取消（申 15:2），第二是

奴隶要得自由（申 15:12），同时也讲到要将土地归还原来的主人。 

II 禧年---利未记 25:8-25 

A 禧年的宣告 

禧年的开始是在七个安息年以后就是第五十年的七月初十日，这一天也是赎罪日，

遍地要发出角声，禧年（Jubile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吹羊角”。 

B 禧年的特性 

释放一切被束缚的：每五十年以色列人要纪念他们在埃及所受的压制，因为神的大

能使他们得释放，因此他们得自由，并且生活在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上. 他们生活上必

须遵守与神所立的约，不能有任何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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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是洁净的国民：不可像他们周围的国家，贪图个人的利益，国债财物.以

色列人的心要集中在赐给他们一切的神身上. 因为每五十年要终断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回转来纪念神的作为. 这就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依靠

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1 禧年是安息中的安息---利 25:8-12 

如果禧年的算法是把第一个安息年是第七年的话，那第四十九年与五十年都不

能耕种，那么神就是必须在第四十八年的时候供应他们三年的收成，就好像在第六

年时候，神供应他们两年的收成，但是圣经中没有记载，所以禧年的算法可能是以

安息年为开始，所以第五十年的时候是安息年也是禧年。 

2  回家乡----利 25:13 

禧年不但将土地归还原主，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这必定是

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因为神重复了五次（10,13,27,28及 41）. 很明显的，神关心

人超过土地，在农业社会里，失去土地时，在这土地上生活的家就失散了，家庭关

系就被破坏了，所以土地是很重要的. 但是土地是为人服务的，人的存在不是为

了土地. 除了十二个支派的存在很重要，家庭更是重要的单位，不能被破坏，犹

太人之所以如此的坚强，就是因为他们对家庭传统的重视，这也是他们至今仍然生

存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渐渐衰退是因为家庭制度被破坏了，每一位基督徒都必

须在家庭关系上站立得稳 

至于将土地归还原主，这是不是个可行的做法呢？因此以色列人是否看重如此

的要求呢？除了在民数记 36:4再一次提到禧年以外，就没有再被提到，圣经中也

没有。以色列人遵守禧年的规定—土地归还原主的记载，也可能是因为以色列人忽

略了神的指示，或是用其他的做法或是借口来取代，无论如何以色列似乎保持了他

们原有地域分配及家族的关系。 

3 买卖土地根据距离禧年的年日---25:14-17 

禧年有时给人错误的观念是：想用强迫的方式要求富人将财产拿出来分配给穷

人，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人们必须以努力来赚取生活的需要，圣经中允许人拥有个

人财物的权利，神之所以有权利颁布如此的要求因为有两点： 

第一祂是所有土地的主人，第二 因为祂把土地给每一个以色列家庭为永远的产

业，所以土地是不可买卖的。这里所用所说的“买卖”是一种交易，穷人为了生存

的缘故将土地“租”给富人，租金是根据土地的农作物从当时一直到禧年为止的产

量，到了禧年土地就必须归还给原主。所以如果在离禧年还有 20年时将土地租给

富人，租金将是另外一个人在离禧年还有两年的租金的十倍。 

4 土地是属于神的-----利 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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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禧年最基本的精神，如此的制度唯有在神权政体才能执行.除了古代的以色

列以为，没有一个真正的神权政体可以实施如此的土地政策。但是如此的政策的确

给我们基督徒在管理产业时一个很好的原则，我们必须承认诗篇 24:1说“地和其

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因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

来，我们只是管家，我们有责任以合主人心意的方式来管理（参阅太 25:14-30）

因此神不喜悦我们囤积财富，虽然神允许我们赚很多的钱，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

有需要的人及扩展福音的工作。 

很不幸的是，金钱总是带来腐败，赚得越多就更想要更多，于是我们就变得越

来越小气。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使用他赐给我们的财富。因此我们拥有超过

了我们所需要的。 

5 至近的亲属可以将地赎回。-------利 25:25-28 

如果一个贫穷的家庭不得已必须卖（租）他们的土地，他不必等到禧年才将土

地拿回来，尤其当买卖发生在禧年过后不久. 根据神的指示，原来地主的近亲可以

将地赎回，我们称这位近亲为救赎者的奉献（kinsman redeemer）当然如果原地主

有足够的财富时, 就可以把地赎回，赎金是根据差额，就是从新地主所拿到的钱减

掉新地主已经从土地上所得的收获。如此的政策确实在以色列历史中执行过，在路

得记中，以利米勒的家庭因为贫穷，而卖了土地，于是离开了家乡到了摩押地，但

是以利米勒及两个儿子都死在摩押地，并且没有留下孩子，以利米勒的妻子-拿俄

米与媳妇路得回到伯利恒，虽然最近的亲属愿意赎回以利米勒的土地，因为拿俄米

没有其他的孩子可以把这地拿回，以后便可以永远占有这地，但是当排名第二的至

亲的亲属波阿斯告诉他必须娶路得，使以利米勒有后代时，那位至亲的亲属就放弃

了如此的权利与义务，于是波阿斯因爱的缘故娶了路得而愿意来为以利米勒的后代

赎回失去的土地，因此波阿斯成了愿意奉献上自己的救赎者。 

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波阿斯是预表耶稣基督因为爱而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

至近亲属救赎的代价。 

6 城中的房子卖了以后没有赎回的权利----利 25:29-34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些买卖在禧年是不必归还原主，这里提到的是有围墙的

城内的房子，之所以不必遵守禧年的规定，是因为这房子不是建造在属于家族的土

地上。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政策，他并没有强迫富人要把财产分给穷人，但是却要

照顾到穷人的需要。如此的政策允许个人拥有私人产业，城内房子的所有者确实有

权利一直拥有。所以当他卖掉以后就失去了。新的主人就成了永远的拥有者（利

25:30）。但是其中仍然有保护所有者的条例，因为不得已而卖房子的主人可以在

12个月内将房子赎回，过了 12个月以后他就永远失去所有权，这是一个很公平的

政策，保护买主和卖主，因为紧急而卖房子的卖主有机会在 12个月之内把房子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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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对于买主过了 12个月以后，卖主就不可以改变心意或加上任何其他理由要把

房子赎回，于是买主可以安心的定居下来，在这个政策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利未人

的房子利未人永远有赎回的权利，在禧年时，利未人的房子就要归还原主，这里

由是很明显的因为利未人没有土地，房子是他们唯一的产业，失去了房子他们就什

么都没有了。 

7 穷人被赎-----利 25:35-55 

这一章的最后的一段非常长，讲到如何对待穷人所面临的债务，以及如何使他

们有被赎回的机会，如此的政策是为了避免穷人永远没有翻身之地，其中有四个案

例： 

a 犹太人需要贷款---利 25:35-38 

这是讲到自己的兄弟有困难需要借钱时，富有的弟兄要尽力无息贷款给他，

这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提醒富有的弟兄不可在贫穷的弟兄身上赚钱，要帮助自

己的弟兄不要一直穷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政策，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为

自己的状况付上代价。 

b 因穷困而卖身-----利 25:39-43 

第二个案例中这贫穷的弟兄比第一个案例更为严重，贷款已经无法解决问

题，而必须把自己卖给富有的弟兄为仆人才能还债，这也不是慈善工作，这贫

穷的弟兄必须工作，以劳力来赚取偿还的债务，但是富有的弟兄必须把他以雇

工看待，不能像奴隶一样对待他们，到了禧年就要释放他们一家回家乡，因为

犹大人是神把他们从奴隶的埃及地救赎出来的，他们永远不能被出卖为奴，我

们可以在新约中找到同样的原则，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告诉信徒不要成为教条主

义者，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

僕的軛挾制”（加 5:1） 

c 外邦人的奴隶----利 25:44-46 

第三个案例是讲从外邦买耒的奴隶与自己兄弟卖身为奴的不同，外邦奴隶所

受的保护不如犹太人奴隶，外邦买来的奴隶可以永远成为他们的产业一直到后

代，外邦买来的奴隶如果在外邦成为奴隶，他们所受的待遇也是一样。 

 

d 犹太人成为外邦人的奴隶-利 25:47-55 

第四个案例最长，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他们不能永远成为奴隶，他们可以在

富裕以后赎回自己，或是至近的亲属要把他们赎回，无论如何到了禧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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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被释放，如果在禧年之前被赎回，赎金是根据离禧年还有多少年算。任何

一个犹太人都可能为另外一个犹太人工作，也可以为外邦人工作，但是在本章

的最后一节告诉犹太人为什么不能永远是奴隶，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是神从

他们在埃及过奴隶的生活中拯救他们出来的，使他们永远是自由人。 

 

III 结论---利 26-27 

A 赏赐与惩罚---利 26 

许多律法都是以赏赐与惩罚来作结束，顺命蒙祝福，违命受咒诅，摩西五经也经常

出现，与这段最相似的就是申 28-30 

1 赏赐----利 26:1-13 

通常记载赏赐的经文比较简单，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们将会得到以

下三种祝福： 

1）将及时下雨使他们丰收（利 26:3-5） 

2）战争结束过平安的生活（利 26:6-8） 

3）强调神必守约，使他们自由（利 26:9-14） 

2 惩罚—利 26:14-39 

惩罚记载的比较详细，因为人比较容易受罪的引诱，这段经文将惩罚分为六

种： 

 1) 突然来的灾难（利 26:14-17） 

 2）不降雨遭灾荒（利 26:18-20） 

 3）野生动物的威胁（利 26:21-22） 

 4）敌人围攻造成饥荒（利 26:23-26） 

 5）土地荒凉被掳到外邦（利 26:27-35） 

 6）剩余的人贫穷惧怕（利 26:36-39） 

在以后以色列历史中以色列人受到亚述与巴比伦的攻打，以上所描述的惩罚完

全应验了。 

3 神的怜悯----利 26:40-45 

赏赐与惩罚并不是本章的结束，就好像每一卷先知书总是以未来的盼望与神的

怜悯为结束，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甚至他们在敌人的手中也不会放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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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属于神的必被救赎 :利 27 

利未记最后一章记载人们献上牲畜与财物来回应神并誓言要遵守神的指示，因为每

一个人的情况不同，献上的价值也不同。 

 

V 应用 

虽然世上没有一位基督徒生活在像禧年的律法之下，但是重要的是禧年给我们的

生活原则，他的价值永远存在。 

A 积蓄财富 

1 不要把心放在积蓄财富的事上，禧年不要禁止我们成为富裕，实际上当我们顺服

神时，神以富裕来祝福我们，禧年所禁止的是富裕的人不断的利用穷人的困境无止境

地扩张土地. 我们必须记住，富裕是神的祝福，如何使用神的祝福来帮助穷人才是最

重要的，禧年是要避免人的贪心，我们要非常小心，不要让财富成为阻碍我们更认识

神，更爱神的意愿，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你要如何去改进呢？ 

2 我们是否信靠神 

 禧年的根据是承认神是一切土地的拥有者，今天的基督徒必须知道，除了土

地，银行账户，工作，才能，等等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必须以信心来使用神赐给我

们的一切来服侍他，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是神赐给我们一切的好管家，你是否按照

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呢？你是否在做每一件事以前先寻求神的旨意呢？你是否希望神

对你说：“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

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 25:21,23） 

B 神话语的重要性 

单单以合神心意的方式来使用神所赐给我们属世的财物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做神的

好管家，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喂养属灵的生命，而这属灵的生命才是永恒的。 

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以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当撒旦引诱他，要他将石头变成

面包时他说：“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

所出的一切話' ”（太 4:4）禧年是以吹号角开始，有一天神的号角也会为我们而吹

响“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

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

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帖前 4:16-17）如果你有如此的

盼望，你必定会轻看这些属世的事物，而顾念遵守神的话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你愿意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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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第一到六章; 討論日期 7/17/16   

0. 分享講義中提醒你去遵行的信息. 

 

读民数记 1-4章 

1 从第一章中，神为什么要摩西清点人数？ 

 

2 a 根据清点人数的结果，20岁以上的男子有 603,550，估计当时以色列人的总数？ 

 

  b 你认为这麽多人一起转动有哪些困难？ 

 

3 为什么利未人不被清点？ 

 

4 a 从第二章中，你认为帐幕在营的中央有什么特别意义？ 

 

  b 你生活的中心在哪里？你的家人及朋友同意你的说法吗？ 

 

5 a 在那么多的人中，有多少是祭司？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b神如何帮助祭司？ 

 

  c 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利未人被选來幫助祭司工作？ 

 

 

  d利未人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e你認為利未人做事的态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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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你被邀请参加事奉时的态度如何？ 

 

读民数记 5:1-6:21 

6摩西把以色列人组织起来以后，下一步是要确定这些以色列人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

请举出在第五章中所提的三个方法，并解释为什么每一个方式，对分别以色列人为圣

是很重要的？ 

 

 

7 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圣洁是要叫我们远离罪，从第六章中，请说明圣洁积极的一面？ 

 

 

8 你是否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你怎么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