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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簡介利未記簡介利未記簡介利未記簡介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利未記在舊約的地位與羅馬書在新約的地位相同，兩卷書都有獨立的特性。 
利未記是  神選召的子民蒙救贖在神國度裡如何過聖潔的生活。羅馬書是基督徒蒙
恩得救後如何靠聖靈成聖，過得勝的生活。利未記是摩西五經的中心內容，也恰好

在五經書的中間位置第三卷。 
2. 利未記的獻祭、節期、禮儀典章等並不是以色列人原有產物，而是出於  神訓蒙以
色列人之規範，也啟示了  神自己，同樣它對我們今天的信徒是不可缺少的，  神
是永遠不改變的。 

3. 新約四福音及書信起碼引用利未記 40次，希伯來書是它的詮釋。 
4. 本書的結構內容可粗略地分兩大段、一至十章論及獻祭，十一至廿五章論及如何過
與當時列國分別的聖潔生活。廿六章總結，廿七章附篇，這樣的分法是為我們初讀

者的方便，並不以解經家的屬靈線索研究的探討，我們介紹的內容著重於與今天我

們實際生活的關係。 
 

二二二二、、、、    獻祭獻祭獻祭獻祭  一一一一 至至至至 十十十十三三三三 章章章章 
五祭的內容包括了祭牲、祭司、祭壇、百姓，茲分別介紹如下： 

 

燔祭燔祭燔祭燔祭  一章 ，六章 8-13 
燔祭的特性是把祭牲全部獻在祭壇上燒著（除了皮以外），而且是每日早晚經常地獻

上，是出於人的甘願。 
祭牲要的是沒有殘疾牛、綿羊或山羊（貧窮者以斑鳩、雛鴿代之），牽到會幕口宰殺，

血灑在會幕門口的燔祭壇周圍，皮要剝去，肉切成塊子，臟腑用水洗淨，並脂油完全獻在

祭壇上燒著。 
祭司要按上述禮儀過程獻祭，穿上細麻衣褲，把燔祭灰倒在祭壇的旁邊，然後脫去細

麻衣褲，穿上別的常服，再把灰拿到營外潔淨之處。祭司並要每日早晨在壇的火上面燒柴，

壇上的火要常常燒著不可熄滅。 
人獻祭時要按手在祭牲的頭上，先為他贖罪蒙神悅納才開始宰祭牲。 
穿細麻衣服---表謙卑、悔改的態度。  灰---表基督的血。 
燔祭是全體以色列人或個人獻的甘願祭，預表基督完全獻上自己給  神，成就了  神

的旨意。對我們來說，因基督代我們獻上釘死在十字架。羅馬書十二章 1節說我們要把自

己當作活祭獻給  神。 
燔祭是每日早晚獻上，壇上的火不斷地燒著，  神也要我們多次，更深地獻上自己。

奉獻與得救舉手表示是有不同的，得救是一次相信，永遠得救，所以只舉一次手。奉獻是

繼續不斷更新自己獻給  神，你可以在各種場合聚會中隨著你內心意願與感動舉手表示，

是不限次數。奉獻對我們的意義是： 
 

1. 我們得救後並不單要過著靠聖靈成聖的生活，奉獻仍是我們最高的事奉。 
2. 奉獻是隨著個人靈命更新，一次比一次更深地獻給神。 
3. 信徒靈命挽回、恢復，與復興的開始，繼續都需要燔祭。 
4. 信徒個人靈命的復興，是教會復興的路，願  神復興的火燒我們每個人的燔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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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祭素祭素祭素祭  二章，六章 14-23 
    素祭與其他的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他不是獻上祭牲，而是以細麵或烤無酵餅澆上祭

油，加上乳香，並用鹽調和燒在壇上，素祭預表基督在地上完美無瑕疵的為人生活，也是

我們基督徒每日的生活，故它的供物意義也是指向這方面： 
細麵---指柔細均勻，我們行事為人不能暴躁、粗野，太過或不及。 
油---預表聖靈，調油指聖靈在我們裡面天天調理我們的生活，順服聖靈一次，就是調油一

次。澆油或抹油是指聖靈充滿，聖靈充滿不是我們強求  神而得到的，而是我們倒空

自己，常常順服聖靈，  神照著祂自己的旨意，常會聖靈澆灌充滿我們。 
鹽---立約的鹽（六：13）是指  神的永約，即是預先為我們安排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

基督的十字架對我們的意義： 
    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寶血一次洗淨我們過去，現在，將來的罪。永遠得救。得救後再

犯罪也已被基督的血洗淨，不需要再次求主用寶血洗淨我們再犯的罪，而是靠  神話

語恢復因罪而與  神中斷的交通。 
乳香---預表基督復活的新生命，      密---指人過度的感情。 

素祭是專講作人這方面，強調的是生活，也是甘願祭，素祭不是單獨獻上，因素祭裡 
沒有血，而是與燔祭一同獻上，對我們來說，靠聖靈管制肉體世界，調理了我們的生活，

天天依靠聖靈，我們的奉獻被  神悅納。 
    每個人經歷的生活都不相同，許多時候造成了不如意的事與人；同學、家庭、兄姊等

關係，甚至學業、事奉的不平衡，同工相處及配搭的難處，這些都是烤、烘、剪的素祭，

成了順服聖靈的功課，讓我們能更好地服事「人」，經歷了素祭的生活，  神的火就繼續在

我們中間燒著，永不熄滅。 
 
 
 

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平安祭   三章，七章 11-27 
    平安祭預表的是與  神的交通，感謝與讚美，不單是個人的獻祭，也是會眾聯合獻上，

故它的特性也是指向這方面。平安祭的禮儀與燔祭相同，但祭牲的”份”有以下的區別： 
 

1. 祭牲不是全部燒在壇上，而是取下其中之臟、腰、肝網，及其上之脂油，並肥尾巴（被

認為最好吃的）燒在壇上獻給  神的份。 
脂油---表明人的意志的能力，人內在意志的能力常會反對  神，平安祭預表的是基督使

人與  神和好，故人要破碎自己，意志的能力要歸給  神，平安祭裡特別強調祭牲身體

內全部脂油歸給  神，人不可吃。 
2. 胸要歸給亞倫和它的子孫，右腿要歸給獻祭的祭司。 
3. 平安祭與其他祭最大的不同是獻祭的人也得著他的份，並且可分給與他同來的人吃（燔

祭全部獻上，素祭剩餘的份只能由祭司限在會幕院子裡喫），這是祭牲剩下的。平安祭

祭牲沒有因貧窮者能力不足以用鳥類代替牛羊。就是鼓勵富人帶貧窮人來到  神面前同

享，人並不因窮富貴賤同等地敬拜、讚美  神。 
4. 平安祭同時以調油的各種餅（包括有酵餅）作為感謝獻上，但他們不是素祭，因其中沒

有放香，沒有燒在壇上，不過隨平安祭感謝而獻，為祭司與百姓共享。 
 

從以上四點對我們今日的基督徒而談，仍是教會全體圍繞在主的桌子團契交通，崇拜紀

念主。對我們年輕的弟兄姊妹來說，不但要透過個人靈命的長進，更要學習與教會全體會

眾一起敬拜事奉，習慣教會團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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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座 

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贖罪祭  四章，六章 24-30 
    贖罪祭與前面三祭不同，它不是甘心祭，強調的是血的功效，贖罪的替代。 
    第四章中特別涉及獻祭者的身份；祭司、會眾、官長、百姓在獻上祭牲的血與身體時

各有不同的律例，且與燔祭相連帶。 
1. 祭司與會眾： 

  祭司因工作的關係，神准予進入聖所，以色列全會眾乃是神揀選作當時列國祭司、

救贖的中保，故當為祭司與會眾獻贖罪時血的施行需進入聖所內，對著幔子灑血七次，

抹在香壇的四角，再把血倒在會幕門口燔祭壇的腳。  會幕圖如下： 
 
                    
 
 

                   北 
 
          
        至聖所    聖所  桌子 
                            燔祭壇 
                         洗濯盆          東 
    西                              門口 
 
        約櫃   香壇   燈臺      
 
            幔子工 
                   南 
 
 

 血抹在香壇四角表明  神救贖的力量，倒在燔祭壇的腳預表基督為我們代求。 
 祭牲燒在燔祭壇的部分是脂油，剩下皮、肉、糞、臟等需燒在營外倒灰之處，人不能   
 留下。皮、肉、糞、表明罪身，用火燒在營外表明罪身滅絕，用火燒在壇上表明上升， 
 是基督為我們替罪獻上。 
 

2. 官長與百姓 
官長與百姓獻贖罪祭，祭司只需把血抹在會幕門口的燔祭壇（不是聖所內的香壇）四角

及倒在燔祭壇的腳，無須進入聖所，脂油部分燒在壇上獻與 神，剩下的祭肉祭司要喫，

祭司家中男丁也可以喫，但須在會幕的院子裡喫，摸著獻祭的物及器皿都必成聖。官長

獻的是公山羊，百姓獻的是母山羊或綿羊羔這是兩者的不同。 
  赦罪的恩典：  赦免---塗抹---遮蓋---除去 
 
 
 

贖愆祭贖愆祭贖愆祭贖愆祭  五章，七章 11-27 
  本獻祭的祭牲與贖罪祭相同，只是代表的意義略有差異，甚至有時也相同，贖罪祭預

表的是基督擔當我們的罪，贖的是我們的原罪，即是老亞當的罪行。贖愆祭預表的是基督

因我們犯罪的行為，代我們受鞭傷，作了補償。 
  利未記論及贖罪時，多次提到以色列人在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上誤犯了一件，後

來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獻贖罪祭，但在人敗壞的天性中有時很很難察覺區別是出於誤犯或是

因罪的誘惑而致有犯罪的行為，故贖罪祭與贖愆祭在祭牲上是相同的，只是現贖愆祭時可

因人的力量不足而以細麵代替，但規定不可加上油及乳香，不能當作素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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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身上：  裡面是罪性   中間是舊人   外面是罪行 
  羅馬書六：6，因為知道我們舊人已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

的奴僕。我們得救後中間的舊人同基督一起釘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復活的生命進入我們，

聖靈內住新人當家做主代替了原來舊人的位置，裡面的罪行受到阻擋，無法藉著新人活出

外面的罪行，故我們仍是靠著聖靈管治，勝過罪性，是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祭司祭司祭司祭司獻祭獻祭獻祭獻祭  八至十章 
  八章是祭司成聖的經過，注意的是大祭司亞倫與普通祭司亞倫兒子成聖禮儀上的不

同，亞倫代表的是基督為我們作了大祭司，亞倫兒子指的是每個被救贖的神兒女都是 神

的祭司，成聖的裡儀式由摩西主持，此處他暫代了大祭司，其重點如下： 
 

1. 摩西先用血使壇及器具成聖。 
2. 穿衣時兩者都穿上內袍、腰帶，亞倫的服飾非常繁複，以弗得、胸牌、戴冠都有很深的

屬靈意義（參 出廿八 5-14，15-29，38）。 
以弗得---似披肩（或外袍），主要是配戴珍寶、瑪瑙，肩帶上配戴整塊寶石上面刻著以 
    色列支派名字，在 神面前作記念（亞倫可進入至聖所灑血），與 神立約的

關係。 
胸牌---精金製的，掛在胸前心臟位置。整塊寶石再一次刻著以色列支派名字， 神前作 
   記念。 
聖冠---頭巾上配戴額上的金牌，上面寫著「歸耶和華為聖」，在整個服飾的最高位份宣 
   告 神的聖潔本性。 

3. 三種祭的程序---贖罪祭獻公牛   燔祭獻公綿羊   承接聖職祭公綿羊。 
其次序是罪的救贖在先，然後是生命的奉獻與成聖，最後是感恩與交通。（按承接聖職

祭與平安祭類似，此祭很重要） 
4. 受膏：亞倫受膏在宰羊之前（12節），他兒子受膏在宰羊之後，這是因為基督先為我們

釘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寶血洗淨我們一切的罪，基督是無罪的，不需灑血，故他是在宰

羊之前受膏，我們是靠著基督的血故在宰羊之後。 
5. 亞倫與他兒子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腳的大拇指均抹上血（八 24）。 

抹血的耳垂聽神的話，抹血的手事奉神，抹血的腳走在神的道上，願我們共勉之。 
 

  在第九章亞倫獻祭後，摩西亞倫進入會幕，又出來為百姓祝福時，耶和華的容光向眾

民顯現，耶和華的火燒盡壇上燔祭與脂油，帶出了獻祭的最高潮。真巴望我們完全獻上自

己，走神成聖的路，這樣復興的火就會降下來，燒在我們每個人的燔祭上，帶進了教會的

復興！ 
 
 
 

三三三三、、、、    以色列民與列邦的分別以色列民與列邦的分別以色列民與列邦的分別以色列民與列邦的分別—    聖潔的生活聖潔的生活聖潔的生活聖潔的生活，，，，十一章至廿五章十一章至廿五章十一章至廿五章十一章至廿五章 
【導引】 神揀選以色列人是要藉著他們作中保，把救贖的福音傳遍全人類， 神頒佈

了律法，規範了他們的生活，要他們在 神的國度裡過聖潔的生活。 
律法與恩典—律法表明了神的心意，使以色列人知道信守聖約所當有的責任，律法並不單 
      著重外表，許多是出於內裡的動機，實際上律法的背後是神豐富的恩典，啟    

      示了神救贖的愛，基督說他來不是廢棄律法，而是成全律法。 
道德與罪—舊約中論罪的性質與其說是行為的，不如說是指向著與 神的關係。不敬畏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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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罪的基本性質，人不僅有罪行，也有罪性，然而，在對人的關係上，人的罪 
     行仍須自己負責，不可歸於罪性，人的自由意志使他有道德上的抉擇（今日我 
     們的抉擇是用信心靠著聖靈管治肉體），避免罪行，故道德是對人的，是對人的 
     責任。 
律法包括誡命—即十誡，是基本的法則，亦即母法，如同國家的憲法。 
    典章—是指公民法，包括權力與刑罰，是管理人的。 
    律例—而是禮儀上的規定，是對 神的，滿足 神的需求。 
以色列人在埃及居留約 400年，深深地學到了當地的敗壞風俗與拜偶像，是不合 神的原

意。 神揀選救贖他們仍是因與他們祖先亞伯拉罕的聖約，所以對他們提出了將來進入迦

南聖地的生活規範，以免到時在迦南生活不習慣。這些規範包括了不潔的舉例、道德的法

則、生活的節奏等。 
本段再分為：十一至十六章不潔的律例，十七祭壇與血， 十八至廿六道德的法則，廿二

至廿五節期。 
 
 
 

不潔的律例不潔的律例不潔的律例不潔的律例  十一至十六章 
    神的百姓一定要是潔淨的百姓，不單是身體要整齊清潔，身體潔淨後更要藉著獻祭，

使內心也潔淨，脫盡一切的罪愆，在神面前蒙悅納。 

    不潔的禁例包括：十一章肉食的禁例，十二章分娩的禁例，十三、十四章檢驗大痲瘋。

當時的大痲瘋與現代患者是有點區別，當時這種可憎難治的病被認為人類內在罪的典型，

故受它污染的身體，衣物及房子都要潔淨。十五章性的禁例，十六章國家的成聖。 
    對於我們今日的基督徒而言，神是要我們遠離罪慾的人際關係，把身體獻給  神，為
神而活，我們恨惡肉體的世界，卻要保守身體，不做罪的工具。新約對遠離罪惡提示很清

楚，可比較之： 
    肉體的行為是顯而易見的(加五：19) --- 
    1.身體的污穢罪惡。         2.宗教的分門結黨。 
    3.與撒旦相交、拜偶像。     4.放縱嗜好，如醉酒荒宴等。 
 
 
 

祭壇與血祭壇與血祭壇與血祭壇與血   十七章 
    祭壇---獻祭唯一的地方，以色列民不能在營外任何地方宰祭牲，要牽到會幕門口獻在

燔祭壇上，若不遵守之，流血的罪必歸到他身上。 
    血---特別提到血裡有生命(11節)，所以能贖罪，不可喫血。 

    對今日神的兒女而言，祭壇預表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為我們捨身

流血，我們也是不可喫血。 
 

 

 

道德的法則道德的法則道德的法則道德的法則  十八至廿二章 

    百姓(十八至廿章)— 神要以色列民不可照埃及地之惡俗行，要信守神的律例典章，是

因 ”我是耶和華，你們要聖潔” 神啟示了祂自己聖潔的性格。 
1. 禁止的婚姻(十八章) ：由婚姻而建立的姻親及親情關係，必須絕對維護，神藉著每個

祂的兒女來拯救每個人周圍親友也是神的計畫，故要看重我們的婚姻家庭。 
2. 一般戒例(十九章) ：此章戒例雖較繁複，但都是十誡 (出廿章) 的引申，可以歸納對照。 
3. 禁止列邦可憎不信的惡行(廿章)：拜別神，交鬼、淫行亂倫等惡行，神在此特別警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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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隨從，因 ” 你們要歸我為聖，與萬民有分別。” 
   祭司(廿一章、廿二章)—此段論及祭司的聖潔，從三方面來看： 
1.禁止祭司隨從惡風(廿一：1-15)  
2.殘缺者或不聖潔者不可做祭司(廿一：16 ---廿二：16) 
3.有疵的牲畜不可獻(廿二：17---33) 
   總結— 道德要合乎  神的要求，人有道德的意念，未必有道德的能力，對今日的人來

說，人需要救恩才能更新心靈，除去人的石心，賜給肉心。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廿三至廿五章  參考 民廿八、廿九章 
    敬拜是事奉  神，尊  神為主，使人有真正的價值。 
    在以色列民之崇拜條例中，十分清楚地規定了崇拜的時間與地點，禮儀程序，並與其

農作季節相配合，使其整個民族的生活有節奏，韻律，生命中洋溢著感恩與歡樂。其節期

如下： 
 

1. 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逾越節(無酵節無酵節無酵節無酵節，，，，初熟節初熟節初熟節初熟節)  共八天 
    正月十四日是紀念以色列民從埃及被拯救出來，是所有節期之首。預表了救贖是領受

神生命的起點。宰羊與宴席表救恩與交通。在這偉大的紀念日之後接著的是吃無酵餅七天，

並配合農作季節獻初熟莊稼一捆，使此紀念意義更延長完整；吃無酵餅七天表蒙恩得救的

人完全脫離罪惡成為聖潔的子民；獻初熟的莊稼並燔祭、素祭是把整個農作收成在開始就

表示要完全獻給  神。預表基督成了我們初熟的果子。 
 
 

2. 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五旬節(七七節七七節七七節七七節)  共一天 
這日的計算是從獻初熟的莊稼的安息日的次日算起滿了七個安息日之次日，經過了五

十天。逾越節獻的是初熟的莊稼(麥子)，而五旬節獻的是初熟的麥子作的兩個餅，表明莊稼

收割完成。兩節前後獻的是相呼應的，時間也是相連的。他們的獻祭是與他們的農作季節

配合，他們的生活也是與神相連的，今日神也要我們與基督聯合，我們的生活、動作、存

留都在乎神(徒十七：28)。 

與餅同獻的是贖罪祭、平安祭、燔祭。特別提到的是兩個餅是加酵的，表明了我們雖

有罪的本性(罪性在人的裡面)，但基督為我們獻祭使我們蒙神悅納(燔祭)，與神有交通(平安

祭)。 
 
 

3. 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吹角節  共一天 
七月 1日吹角節，並獻上燔祭、素祭、贖罪祭。 
吹角指 [呼喊] 是一種宣告，表明  神呼召他們回來，因七月是特別安息的月，且有兩

個特別重要意義的節期；贖罪日與住棚節。 
 
 

4. 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贖罪日  共一天 
贖罪日是七月十五日，是一年中最特別的節期，  神要以色列人記住祂的要求----聖

潔，故在這日是嚴肅的，克苦己心。這日除了同其他節期規定的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以

外，也與安息日的規定相同，即不可生火。故此日是以色列人的 ”聖安息日”。亞倫要進至

聖所施行贖罪之禮，獻上燔祭、素祭、贖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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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住棚節  共八天 
七月十五日開始，先在七日內將火祭獻給  神，歡樂七天。第八日要有嚴肅會，表明

莊稼收聚完畢，是他們整個農作季節的結束感恩，實際記念的是神帶領他們出埃及，在曠

野住在帳棚裡的日子。 
七天中每天獻的公羊，羊羔數目都要相同，公羊兩隻，羊羔 14隻，公牛的數目每天漸

減，由第一天 14隻減至第七天 7隻，每天減 1隻。獻的是燔祭、素祭、奠祭。 
七月的三個節期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預表的是以色列民將來要從萬國中被招集回

來，聚在一處成了新天新地的屬地子民(我們是這些信靠基督的神兒女屬天子民)，故此三節

期在神的計畫中尚未應驗。 
 
 

6. 安息年安息年安息年安息年 
神定給祂選民的農作時間是非常有規律的，也合乎現代科學，維持了人與神之間的關

係，滿足了神的心意。人工作六天，第七天要安息。安息日在神的原意中比節期還重要。

節期中除贖罪外均只是不做勞碌的工，而安息日還規定了不可生火、即不可操作，只有敬

拜、交通。 
    農作六年，第七年人與地都要安息，因地是耶和華的，以色列人所以得住其上只不過

是因與神有聖約關係 (廿五：23) 。人是神第六天創造的，第七天神安息一天。安息年意義

共三方面：1.土地安息  2.農工安息  3.負債者安息。 
    今日我們這些主日敬拜神的兒女，許多時候無法放下勞碌的工作，但願現今的勞苦嘆

息，等候基督得贖的日子來臨，與他同在。 
 
 

7. 禧年禧年禧年禧年 
禧年是七個安息年的次年，是第五十年，預表的是將來千禧年之後榮耀的時代，即新

天新地時代，萬物都在新的秩序下( 賽卅五章，六十五：17-25)。 

禧年的鑰詞是自由，有三方面來說：1.對奴隸  2.對財務 3.對地土的。 
實際上在神的新天新地時代，地上一切舊有的制度都將要過去(彼後三：8-13)， 有神

的義住在其中。 
 
 
 

四四四四、、、、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廿六章廿六章廿六章廿六章 
守約與背約，福與招禍的條件都在本章說清楚。 
以色列人的歷史與第二部分  神所警告的相類似，他們的背負的罪招致刑罰，最後即

從迦南地被趕散，在萬國中拋來拋去，那地方也成為荒場，無人居住。神是公義的，祂的

義無法容讓罪的存在，祂要求的並不是禮儀上的誇張，道德上卻是墮落的。單遵守禮儀無

法補償道德的不足，以色列民在神的聖約上沒有盡到義務，在信仰的行為上是失敗的。也

改變了他們整個民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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