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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希伯来文是「并且衪呼召」，希腊文七十士
译本更名为 Leuitikon「关乎利未人的」，英文与
中文都用此为名。 

•  延续出埃及记，神向祂的选民启示与神相交方式。 
•  主题：「圣洁」，是记载律法最多的书卷。 
•  新约引用四十次，启示神的本性，与衪期望祂的百
姓如何过圣洁生活。 
 时间：在一个月之内启示完成 (出埃及之后的一月到
二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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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献祭与神相交 (1-17章) 
  祭司的国度 

•  藉成圣与神同行 (18-27章) 
  圣洁的国民 

•  钥节： 
 19:2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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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
中间被讥刺、) 就站在营門中、说、凡属耶和华
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
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这
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
这門到那門、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 
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
的约有三千。 （出32:25-28） 



6 

•  馨香的火祭 - - 甘心乐意献上 
  燔祭  
  素祭  
  平安祭 
   感恩祭, 还愿祭, 甘心祭 

•  罪祭 - - 为罪献上 
  赎罪祭  
  赎愆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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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材料 材料预备 焚烧 食用 
燔祭 无残疾公牛，

公羊或斑鸠 
按手，宰杀在神前，洒血，
去皮，切块，水洗等 

全部焚烧 不可食用 

素祭 细面，油，乳
香 
无酵饼，盐 
无酵无蜜 

调油的无酵细面，细面浇
上油、加上乳香  

取出作为记念
的， 馨香的火
祭  

归给亚伦和他的子
孙食用。祭司的素
祭都要烧了、却不
可吃。   

平安祭 无残疾牛羊，
无论公母 

按手宰于会幕前，血洒在
坛前，脏器脂油摘下焚烧 

脏器脂油，馨
香的火祭  

那合宜的分是留给
敬拜者在献祭的日
子吃  

赎罪祭 没有残疾的公
牛犊，母山羊
及绵羊羔  

按手，宰于会幕前，弹血，
血洒在坛前，祭牲在营外
焚烧，仅脏器脂油烧在坛
上 

火祭。若将血
带进会幕在圣
所赎罪、那肉
都不可吃、必
用火焚烧。  

凡献给耶和华的火
祭、亚伦子孙中的
男丁、都要在圣处 
吃这一分  

赎愆祭 没有残疾的母
羊，羊羔，或
山羊，斑鸠 

同燔祭祭牲一同宰杀，血
洒在坛周围，脏器脂油烧
在坛上 

火祭  
脏器脂油烧在
坛上 

若所献的、是为还
愿、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8 

•  燔祭的「燔」字表示「香」或「烧香」之意 
•  利末记首先记述燔祭的例。此例预表基督「将自己无瑕无
疵献给　神。」 

•  那只一岁大，没有残疾的公牛，预表主耶稣基督自愿全然
牺牲献上自己，为要完全成就　神的旨意。燔祭是甘心祭。  

•  按手表明献祭者和无瑕疵的供物联合  
•  「剥， 切 」的动作预表毫无隐秘地剖开 
•  燔祭是十字架的影儿 
•  燔祭不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罪，乃是基督在十字架
上成就了　神的旨意。 神从十字架取得极丰富的荣耀，除
了藉着基督的死，　神未曾得着如此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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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牲畜的血，被 大祭司带入圣所作
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
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
在城門外受苦。」（来十三: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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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面：完全的均匀，完美 
•  调油的细面： 主耶稣基督从圣灵「怀孕」 
•  浇上油： 主耶稣基督蒙圣灵膏抹 
•  「油」预表基督事奉的能力 
•  「乳香」预表事奉的目的 
•  「立约的盐」表明约的持久性质 
•  「酵」 是酸的、胀大的东西，恶的象征 
•  「蜜」是象征表面的甜蜜和吸引力 
•  素祭特别预表主耶稣的一生为义受苦、因着同情的力量受
苦、和预知的受苦。 

•  亚伦和他的子孙中的男丁靠素祭得喂养 
•  素祭是其他祭的附加，不单独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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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燔祭的剥，切，洗。不论公母，不全烧。但有流血。敬
拜者得喂养，与神，祭司交通。 

•  「要用有酵的饼。」（利7:13）同一章20节又说：「只是献
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剪
除。」神知道我们肉体中有罪，就藉着赎罪的血，为人的罪
满足一切义的要求 。吃平安祭肉之前，必须要有认罪、赦免、
洁净。  

•  在良心上，我们是无罪，在肉体中，我们是有罪。 「我们若
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壹
1:8）「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
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壹1:9）认
罪是叫良心得自由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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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餐 
•  圣餐（主的晚餐）是特别的平安祭感恩筵席——为已
成就的救赎而感恩。�

•  主的晚餐表明藉基督的死完全除掉罪。�
•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么？我们所
掰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么？」（林前10:16） 

•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
祂来。」（林前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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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手表明献祭者的罪归到供物的头上。祭牲若没有瑕疵，献
祭者也就没有瑕疵；祭性若蒙悦纳，献祭者也蒙悦纳。献祭
者与祭牲完全联合。 

•  没有燔祭的剥，切，洗。也不象燔祭烧在坛上，仅脂油烧在
坛上，祭牲要全烧在营外。预表基督是背罪者，罪从今以后
都归在那里。赎罪祭宣布基督的作为，祂在审判上取代我们
的地位。 

•  赎罪祭不是甘心祭。并非表明基督「甘心」成为　神旨意的
完成者，乃是那可怕之「罪」的背罪者，而且忍受一切罪可
怕的后果，最可怕的，是　神掩面不看祂。 「我父啊，倘
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太26:39）但祂说了这句
话后，立刻表明祂的顺服说：「只要照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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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
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
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
在城門外受苦。」（来13:11-12） 

•  神使那无罪的、〔无罪原文作不知罪〕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义。 （林后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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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
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
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
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绵羊，
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5:15-16） 

•  在对别人的罪愆上，「五分之一」的条例也有效。（6:2-5）「所
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
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太五:23-24）救赎
计划奇伟的效果，就是伤害人的人蒙赦免，受伤的人成了真正的
得益者！ 

•  人若不知道关乎「耶和华的圣物」一切的要求，已经由我们神圣
的「赎愆祭」（即主耶稣基督）完全承担了，人就不能享受真正
的平安和心中的自由。 

•  「凡祭司中的男丁，即可以吃。」吃赎罪祭祭肉意味着使别人的
罪归自己，要求有更高的祭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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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摇祭，平安祭的胸，由献祭者在坛上摇，表
徵基督在祂复活裡爱的部分。 
 2.  举祭，平安祭的右腿，由献祭者高高举起，
表徵基督在祂升天裡的力量。 
 3.  奠祭乃是在基本的祭物之外附加的，浇奠在
一种基本祭物上，表徵基督是真实的酒，在神
面前倾倒，使神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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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伦及四子受膏立作祭司（8章） 
•  亚伦献祭（9章） 
•  拿答，亚比户因献凡火遭神击杀（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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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哺乳类：分蹄、倒嚼为洁淨。  
•  鸟类：吃肉或吃腐肉者为不洁淨。  
•  爬虫类：全部不洁淨。  
•  水族：有翅、有鳞为洁淨。  
•  昆虫类：凡属蟋蟀类者为洁淨，有翅膀、四足的
虫类为不洁淨。  

•  基本原因：  
 （1）卫生方面：许多被禁的动物皆带病菌类。  
 （2）礼仪方面：某些动物被视为不洁，因为牠们和异教礼
仪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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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魂游象外．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里面
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
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主
阿、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
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
可当作俗物。 」（徒10:10-15） 

•  「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
一样可弃的，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提前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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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在坛上
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17:11） 

•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来9:22） 
•  基督的死使幔子裂 开，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
所。」（来10:19） 

•  「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弗1:7；
西1:14） 

•  「藉着他在十字架 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西1:20） 
•  「你们从前远离　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弗2:13） 

•  「祂儿子耶稣的血也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1:7） 
•  「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7:14） 
•  「弟兄胜过它，是因羔羊的血。」（启12:11） 



21 

洁净条列(12-15章) 
道德生活准则 (18-20章) 
性道德 (18章) – 不可效法埃及人的行为，不可乱伦行淫。 
禁戒的事 (19章) 
治死的罪 (20章) – 不可以子女献给摩洛(亚扪人的神)，不
可交鬼行巫术，不可咒骂父母。 

祭司条规(21-22章) 
耶和华的节期条规(23-24章) 
应许之地条规(25-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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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亚伦的儿子都是祭司，生下来就有祭司的分。  
•  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

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　神的食物。  
对比： 
•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　神的儿子。（加3:26） 
•  每个　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是基督祭司家的一员。 （来

3:6） 
•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来10:19） 

 在基督里，我们有属　神的完备。基督的宝血除去了我们
一切的罪，但是在地上充满软弱、争竞、争扎，他们需
要这位属神、可尊敬大祭司大能的代求。「叫你们无瑕
无疵，欢欢喜喜的站在祂荣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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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上除了利未指派亚伦和他的子孙，　神没有按立别族的人
执行地上祭司的职事了。 

•  犹大支派的主耶稣基督的祭司事奉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
「祂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来8:4）基督作祭牲，把百
姓带进与　神相和的关系中；基督作祭司，按着祂的完美保守
他们。 虽然我们完全蒙拯救， 然而我们的肉身仍在地上， 随
时绊倒， 我们就需要我们「大祭司」长远的事奉。 

•  所有信徒都是祭司是指属灵的祭司，在属灵的殿里敬拜，站在
属灵的祭坛前，献上属灵的祭，穿上属灵的袍子。「你们来到
主面前，也就象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
耶稣基督奉献　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前2:5） 

•  信徒能用信心的眼睛，看见在天上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是那位
圣者、受膏者、戴冠冕者、束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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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节期 
•  逾越节：1/14 纪念神的拯救。  
•  无酵节：1/15-21 纪念离旧入新,过圣洁生活。  
•  初熟节：1/16 纪念神的供应。  
•  五旬节：3/6 庆祝五穀丰收。  
•  吹角节：7/1 宣告神的胜利, 招聚百姓为赎罪日准备。  
•  赎罪日：7/10 为国家（国民一年中之罪行）除罪献祭, 与神恢复相
交 。  

•  住棚节：7/15 纪念神在旷野的保护和引领。 
其它节期 
•  安息日：提醒以色列人，神曾救他们脱离埃及，使他们成为圣洁子
民。 

•  安息年：每逢第七年，让土地休息一年，很可能是僕人们得释放的
一年，也使他们想起曾经从埃及得释放。 

•  禧年：七个安息年之后，即第五十年，连续两年不用耕作，买来的
产业要归还原主，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各归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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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节期 
节日 犹太历 阳历 守节方法 预表 
逾越节 正月14日 三、四

月 
众节期之首，14日黄昏杀羔羊，
15 日起吃无酵饼 

基督、救恩、羔羊，  
林前5:7 

无酵节 正月15-21
日 

三、四
月 

可算是逾越节的一部份。 逾越节
只有一天, 而无酵节则有7天 

过圣洁生活 
林前 5:8 

初熟节 
收割节 

正月16日 三、四
月 

也是庄稼的第一日, 祂是在七日
的头一日复活的。 

成为初熟的果子(复活) 
林前 15:20 

五旬节 
七七节 

三月初六日 五、六
月 

献两个加酵烤成的饼作初熟之物，
同献的还有燔祭、平安祭、赎罪
祭 

圣灵、教会建立、丰收 
徒 2:1-4 

吹角节 七月初一日 九、十
月 

色列人的新年，吹角作纪念，献
火祭 

主再来有号筒的声音。 
马太 24:31 

赎罪日 七月十日 九、十
月 

刻苦己心，献火祭，大祭司一年
一度入圣所 

基督台前 

住棚节 
收藏节 

七月15-22
日 

九、十
月 

欢乐节期，住在棚裡七天献各种
祭。 

世上作客旅，天上才是
永恒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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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作　神要求的代表， 摩西所持的准绳，是
人不能降低的。  

•  「他若贫穷不能照你所估定的价，就要把他带
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按许愿人的力量估定他的
价。」（27:8）换言之，若然是人承诺要满足
公义的要求，那么，他就要承担。但另—方面，
人若看自己无能达到那些要 求，就只好倚靠恩
典，按他的所有而付出。摩西是　神公义要求
的代表，祭司是　神恩典供应的说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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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甚麼呢？ 
(彌6:6a) 

身外之物 捨我其誰 
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
(彌6:6b)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
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呢？(彌6:8a) 

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 
或是萬萬的油河嗎？(彌6:7a)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
你的神同行。 
(彌6:8b) 

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
長子嗎？(彌6:7b) 
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
嗎？(彌6:7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