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希伯來人的月份                                          2016. 12. 23. 

 

「月」在希伯來文有兩個字，（chodesh）和（yerach），分別源自「新的」

（chadash）和「月亮」（yareach）。每個月要有一個夜晚，人們在戶外向

月亮誦讀「神聖月亮」（qiddush levana），levana是月亮的另一說法。



猶太人的月曆現行陽曆和陰曆兩種曆法，與華人相同。陽曆以太陽計算，按照德

文的月份名稱用希伯來文拼寫。陰曆以月亮計算，接近華人的農曆，但是經常有

一天的差距。在月曆印刷上，往往以阿拉伯數字表明陽曆，用希伯來字母所代表

的數字符號書寫陰曆。聖經出現的月曆說法均是陰曆，以色列民曾經居住迦南

地，又被擄於巴比倫，因此有巴比倫和迦南兩種曆法的名稱，這兩種曆法僅在月

份名稱不同，日子均是看月亮計算。由於在陰曆上的一年，跨越了陽曆計算方式

的兩年，所以今天歷史以陽曆記時，在古代年份的計算上常會有相隔一年的差

距，如北國亡於 723/722年。



以下表格按照陰曆介紹每個月份的節日，從宗教計算的第一個月「尼散月」開始

（出埃及記十二 2），也是聖經月份計算的次序。目前猶太人是以民俗計算年日，

新年是從第七個月「提斯流月」開始，聖經寫為「七月」（尼希米記八 2）。



在表格中，巴比倫曆法的名稱也是現在猶太人所使用的名稱，迦南曆法的名稱，

為被擄至巴比倫之前使用的名稱，在聖經中很少使用。對照的陽曆月份和對照華

人的農曆月份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月份、天數和在聖經書寫的月序。請注意，陰

曆計算必然要有閏月，華人農曆月份的閏月放置位置和猶太人不同，猶太人的閏

月總是放在亞達月和尼散月之間，稱為「第二亞達月」，而華人的閏月可以在任

何月份，因此有時會相差一個月。在每個月份表格下面介紹屬於此月份的節日，

括弧中的數目就是巴比倫陰曆月份的日期。 

 

以希伯來文翻譯為西方語言的代用字母沒有統一的寫法，因此英文拼寫方式會有

許多的版本，如提別月  英文 NRSV和 KJV聖經寫 Tebeth，也可照發音寫

為 Tevet。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尼散月 
（Nisan） 

亞筆月  

（Abib） 

三至四月 

（春分） 

二月 30 第一個月 

 

逾越節 （Pesach）（十四日）無酵節 （Ha-macot）（十五至二十一日）：

源於聖經出埃及記，目前合併為 Pesach（十五至二十一日，十五日和二十一日

是國定假日）。紀念上帝帶領在埃及為奴的先祖離開埃及的歷史。這段日子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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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含有酵，或使用含酵的器皿，必須使用特別的、未曾沾染過酵的器皿。 

（Mimouna）（Pesach的隔日）：摩洛哥猶太人慶祝又可吃有酵食物的節日。 

大屠殺紀念日（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二十七日）：紀念二次世界大戰時

被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以珥月 
（Iyar） 

西弗月 
（Ziv） 

四至五月 三月 29 第二個月 

 

戰勝納粹德國慶祝日（Victory Day on Nazi Germany）：陽曆的五月九日。 

紀念日（Israel’s Memorial Day）（Yom Zikaron）（四日）：紀念所有為國

家犧牲的人。 

以色列獨立日（Israel’s Independence Day）（Yom Ha-acmaut）（五日，

國定假日）：1948年 5月 14日以色列宣告獨立，隔日開始生效。雖然宣告獨立

是陽曆的日期，但猶太人是以陰曆的以珥月五日過這個節日。 

為國犧牲者紀念日和獨立紀念日是相連的兩天，為了不碰到安息日，有時改在三

日和四日紀念。 

 

”（Lag Be’Omer）在禾稛的三十三天（十八日）：由逾越節的隔日，即尼

散月十六日到五旬節這四十九天被稱為 （Sefirat Ha-omer禾稛的計

算）是農業節期，在公元 135年 Bar Kochva在第三十三天起義，抵抗羅馬統治，

使這段期間不能結婚的日子中惟有這一天例外。 

耶路撒冷日 （YomYerushalayim）（二十八日）：紀念 1967年耶路撒冷

合併在以色列版圖中。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西彎月 
（Sivan） 

 五至六月 四月 30 第三個月 

 

五旬節 （Shavuot）（六日，國定假日）：源於聖經出埃及記、利未記，又

名七七節、初熟節、收割節，是收割慶典的日子，也是紀念上帝頒布律法給以色

列的先祖。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搭模斯月 
（Tammuz） 

 六至七月 五月 29 第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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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食 （Com）（十七日）：紀念耶路撒冷的城牆在第一個聖殿被毀（公元前 586

年）及第二個（公元 70年）聖殿被毀之前被攻破。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埃波月  
（Av） 

 七至八月 六月 30 第五個月 

 

聖殿被毀（九日）紀念兩次的聖殿被毀：猶太人傳說兩次的聖殿被毀是在同一天，

即埃波月九日，分別在公元前 586年和公元後 70年。 

愛的節日（十五日）：紀念士師記二十一章便雅憫人搶妻的歷史。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以祿月 
（Elul） 

 八至九月 七月 29 第六個月 

 

按照民間曆法，這是一年的最後一個月。 

動物新年（一日）：確定一年牲口出生量的時間計算點。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提斯流月 
（Tishray, Tishri） 

以他念月 
（Ethanim） 

九至十月 

(秋分) 

八月 30 第七個月 

 

按照民間曆法，這是一年的第一個月，有非常多的節日。 

新年（Rosh Ha-shana）（一日，一至二日是國定假日）：源於聖經利未

記，吹角慶祝新年。從這日起到贖罪日是十個悔改日，人們退離例行的生活，省

思自己過去一年的思想和行為。 

為基大利禁食 （Com Gedalyahu）（三日，若遇安息日，改為四日）：

正統派教徒禁食，紀念猶大被擄之後被立為省長的基大利，他被以實瑪利所殺（列

王紀下二十五 22-25、耶利米書四十 5至四十一 3）。 

 

贖罪日 （Yom Kippur）（十日，國定假日）：源於聖經利未記。全國各種

活動停止，商店關閉，所有到達宗教年齡的人必須禁水禁食，刻苦自己，向神認

罪祈求赦免。阿拉伯人在公年 1973年發動贖罪日戰爭。 

 

住棚節 （Sukkot）（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十五日是國定假日）：源於聖經出埃

及記，搭棚紀念先祖在曠野飄流四十年住在帳棚裡，以色列每晚在棚下聚會，調

整人生的態度，超越自己向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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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mini Aceret）（二十二日，國定假日）第八天的聚會，是指住棚

節的第八天，即最後一天，又稱「多多和散那」（Hoshana Rabba）：

在這一天多多向上帝歡呼。「和散那」（Hoshia Na）是由動詞「幫助、

拯救」（yod-shin-ayin）而來表達懇求的命令式，原意是「求你拯救！」，後

來成為向君王歡呼的用語。 

 

（Simchat Tora）律法的歡喜（二十三日）：猶太人每週大家讀相同的

一段經文，且每週聚集一次討論。每年讀完全本聖經一次，這一天是讀完及開始

新的閱讀，是會堂的一個重要的日子，大家都很高與。此日並非國定假日，現在

可與二十二日合併慶祝。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赫西班月 
（Cheshvan） 

布勒月 
（Bul） 

十至十一月 九月 29 第八個月 

 

（Yom Zikaron Le-ravin）為拉賓紀念日（十二日）：紀念在公元 1995

年 11月 4日遇害的總理以撒‧拉賓（Jizchak Rabin）。 

 

（Sigd），正式名稱 （Mehlella）崇拜日（二十九日）：在贖罪日後第

五十天，是衣索比亞（或譯埃塞俄比亞）猶太社團（Beta Israel）的節日，起源

有兩種傳統，一是公元第六世紀與基督徒的戰爭結束，雙方分離；二是第十五世

紀受基督徒君王迫害，公元 2008年起被以色列承認為全以色列人的節日。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基斯流月 
（Chislev, Kislev） 

 十一至十二月 十月 30 第九個月 

 

修殿節（獻殿節，或稱燭光節）（Chanukka）（二十五日）：紀念公元前 164

年馬加伯（或譯馬克比）獨立戰爭光復聖殿（天主教聖經馬加伯上四 59）。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提別月 
（Tebeth, Tevet） 

 十二至一月 十一月 29 第十個月 

 

在提別月十日禁食（Com Asara Be-tevet）（十日）：紀念耶路撒冷

被巴比倫包圍的開始（列王紀下二十五 1、耶利米書五十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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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細罷特月 
（Shevat） 

 一至二月 十二月 30 第十一個月 

 

在細罷特月十五日 ”（Tu B’Shvat）：大自然的節日，樹木的新年。 

 

巴比倫曆法 迦南曆法 陽曆 華人農曆 天數 聖經月序 

亞達月 
（Adar） 

 二至三月 一月 29 第十二個月 

 

普珥日（Purim制籤日）（十四、十五日）：源於聖經以斯帖記，紀念猶太

人在波斯王國時代經歷免於亡族的慘劇。 

以斯帖禁食祈禱（十三日）、普珥日（十四日）、歡樂普珥日（十五日） 





「月朔」（Rosh Chodesh月頭），或僅寫為「新月」（Chodesh），是每個

月的第一天，民數記十 10提及此日要獻祭和吹角，民數記二十八 11-15提及月

朔的獻祭儀式。古代的以色列三合林議會（Sanhedrin）時期，新月開始的當晚，

拉比們招聚人來觀看月亮，猶太議會以禱告祝聖並祝福這個新的月亮，然後宣告

新月的開始。人們在五個很高的山頭放火，告示所有以色列地區的人，新月開始

了。月朔這一天，是婦女們的假期，她們不需要作日常的家務。

 

希伯來人對日子的計算是由晚上，太陽下去開始，到隔天晚上天上有三顆星出現

時結束。因此，許多節日均是有「某某節日的晚上」，也就是這個節期是由所定

的日子的前一天晚上就已經開始了。例如：2015年 9月 14日是提斯流月一日，

即第七個月一日，猶太新年的第一天，但是 2015年 9月 13日晚上被稱為「新年

的晚上」，是以祿月二十九日，新年已經由這個晚上開始了。 

 

月份的天數，從尼散月算第一個月起，單月 30天，雙月 29天，一年共計 354天，

與陽曆的 365天相差了 11天。這 11天在 19年間（第 3、6、8、11、14、17和

19年）以 7次的閏月補足。這個閏月放在亞達月和尼散月之間，被稱為「第二

亞達月」（Adar Sheni）。 

 

年代的計算是從聖經中的亞當被造開始，用西元的紀元加上 3760年即是猶太人

的年份，每一年是由提斯流月開始計算。如：2015加 3760即 5775年。5775年

是從 2014年 9月 25日至 2015年 9月 13日，5776年是從 2015年 9月 14日至

2016年 10月 2日（這一年有閏亞達月，因此基督教的復活節 3/27與猶太教的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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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節開始的 4/23相差 26天）。 

 

聖經記載被擄前用迦南月份名稱的有： 

（Abib） 亞筆月（意即春月） 出埃及記十三 4、出埃及記二十三 15、

出埃及記三十四 18 

（Ziv） 西弗月 列王紀上六 1, 37 

（Bul） 布勒月 列王紀上六 38 

（Ethanim） 以他念月 列王紀上八 2 

 

聖經記載被擄後用巴比倫月份名稱的有： 

（Adar） 亞達月 以斯拉記六 15 

（Chislev） 基斯流月 尼希米記一 1 

（Nisan） 尼散月 尼希米記二 1 

（Elul） 以祿月 尼希米記六 15 

（Tebeth） 提別月 以斯帖記二 16 

（Sivan） 西彎月 以斯帖記八 9 

（Shebat） 細罷特月 撒迦利亞書一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