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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利未记第 16 章。很多人认为利未记非常枯燥乏味的。我想我们可

以不必同意这种看法。没错，有些论点是的确让人感到枯燥乏味；但是，从整体来说，当

你在阅读的时候，利未记会让你惊喜不断，许多地方出现太多的信息，不禁让人想到这怎

么会出现在圣经中呢？今天我要告诉你为甚么会出现在圣经中。 

 

在我们开始讨论利未记 16 章之前，我们先快速回顾一下过去所讨论的主题，我们是如何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第一堂课是序言，我们讲到创造。我们看到创世记 1-11 章。这 11 章引出了圣经中出现的

毎一件事。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件事也都可以追溯到创世记 1-11 所发生的事。因此在最初

的开场就是我们的根基。接着就像故事书一样分成几个部份，几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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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部份，给立约百姓的救赎应许。我用这个作为标题，是因为我希望你明白上帝选择

透过立约，与祂的百姓建立关系。这是认识上帝与人关系的重要因素。当上帝说「我是你

的上帝，你们是我的百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上帝用立约与人建立关系。这句话在

圣经中的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过四个立约的场景了。 

 

一开始是亚当，创造之约。在创世记的 1-3 章并没有用「立约」这个词，但是我们看到立

约的一切要素都在。我们看见上帝借着他的应许，和他的百姓亚当和夏娃建立关系。接着

我们看见人类的堕落，在创世记第 3 章中，罪进入了世界；但是在创世记 3:15，我们还是

看到了救赎的应许。这是第一个场景。 

 

第二个场景是挪亚，保全之约。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立约」这个词在圣经中出现。创世

记第 9 章，当上帝说洪水之后我必不再做这样的事。我不再用这个方法毁灭这地。我将要

保全我的百姓，这是上帝和挪亚所立下的约定。 

 

接着是我们已经讨论过，创世记 12、15、17 章与亚伯拉罕的应许之约。我们看到上帝给

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他的后裔艾萨克和雅各布。我将要赐福给你，赐福给你的后裔。我

要带领你到这地，万国都将因为你而蒙福。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由来。 

 

接着我们进入出埃及记。上帝呼召摩西，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律法之约。上帝将他的百姓带

到西乃山。上帝在荣耀中向他们显现。上帝赐给他们律法。这件事发生在西乃山的山脚。

我们还没有讲解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看了四个约。这是在告诉我们，上帝如何与属他的百姓立约，而且这些约是迭床

架屋的关系，并不是新的约废掉了旧的约。上帝并不是与摩西立约，然后废掉与亚伯拉罕

的约。约与约之间是有关连的。我们会讨论这个部分。这个很重要。因为每次我们讲到新

约，讲到新约中的基督的时候，并不是基督来了，就否认了旧约中的东西，就把旧约废掉

了。相反地，旧约中的所有东西都是指向在基督里要成全的事。这是我们要在新创造中看

到的。这是我们的讨论方向。这是我们在前几讲中看到的内容。这是给立约之民的救赎应

许。 

 

今天，我们的方向开始有了些改变。我们暂时不再看新的约。我们要来看摩西之约。这是

第二部分。应许之地的律法有两个面向。第一，律法的颁布。这是指利未记的内容。祭司

的律法和申命记。申命记是重申律法，要以色列人记住律法。接着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进

入应许之地的旅程。我们将看到上帝的百姓如何进入上帝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没有走

最短的路线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以色列人有没有顺服律法，关系到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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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堂课，我们要探讨的就是律法和应许之地的相互关系。我们从利未记开始。我

们从利未记 16 章的的神学中心和赎罪日开始看起。「救赎」是一个神学名词。我们今天

的主题是「救赎的奇妙」。「救赎」这个字的英文是「atonement」，拆开来就变成

「at-one-ment」，它代表的意思是「上帝与祂的百姓合而为一」。上帝的百姓与祂和好

恢复关系。这是出埃及记留给我们的问题。利未记是出埃及记的延伸。在出埃及记第 40

章，我们看到上帝在荣耀中住在祂的百姓中间。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一群罪人怎么

可以与上帝同在呢？ 

 

利未记会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要让你了解，利未记对你的生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

你也会问相同的问题：「在罪中的你，怎么可能和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而利未记提供

的答案，对你能不能与创造宇宙的主建立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赎罪，和我们的生命

有重大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 16 章。我们从头开始读起。我请大家想象一下这些细节，试试看在

每次读到「赎罪」这个词的时候，把它圈起来或划上底线。你会发现它出现的次数有多频

繁。利未记第 16 章。  

 

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

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

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

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

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

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

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与耶和

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与阿撒泻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

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与阿撒泻勒。「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

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

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

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作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

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

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

会幕里不可有人，直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

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

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

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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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

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

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

之地。「亚伦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

水洗身，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赎罪祭

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那放羊归与阿撒泻勒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作赎

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

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甚么工

都不可做；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

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

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

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

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行了。 

 

这里所发生的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呢？我希望你在利未记 16 章看到的，应该说整卷书所呈

现的，有四个真理。我认为这是利未记 16 章与整卷书刻意要灌输到我们心思意念中的四

个无比重要的真理。 

 

第一，上帝是圣洁的。耶和华是圣洁的。在利未记中，「圣洁」一词出现超过九十次。整

卷书处处可见上帝的圣洁。上帝的百姓要反映出上帝的圣洁。上帝是全然洁净的，完全与

众不同，独一无二。祂极度美好，极度圣洁，极度尊贵。这些可从利未记 16 章的开头看

出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亚伦的两个儿子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为甚么？因为他们没有

认真看待上帝的圣洁。他们因此死了。我们很快地看看利未记 10 章。利未记 10:1，「亚

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

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 

 

这里指出了上帝是圣洁的事实。请你记下来。我们不可对上帝漫不经心，因为祂是圣洁

的。上帝的圣洁会使我们的敬虔，正面，使人产生敬畏之心。当你来到上帝面前，利未记

说，当你与圣洁的神同在，不能随随便便，或者漫不经心。这里我必须很小心。让大家以

为我们到上帝的面前不能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因为这不是经文要表达的意思。今天我们

来到至圣所，与旧约时代不同。我在上一讲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事实是，这个问题对新



Página (Page) 5 

 

约信徒来说是更深更大的，因为圣洁的神住在你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只要你与圣洁的上

帝同在，就不会以漫不经心的态度看待上帝的同在。这是敬畏。这是健康的惧怕。敬畏使

我们永远不会冷漠或冷淡。我们不能对上帝漫不经心。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忏悔。 

 

耶和华要摩西告诉亚伦应当如何进入祂的施恩座。我们来看 16 章的最后，29 节他为一整

天的赎罪祭作总结。请听我读，「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每逢七月初七日…」有趣的事

出现了，「你们要刻苦己心」。这和 31 节说的一样，「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

苦己心。」所谓「刻苦」就是要约束自己，或是谦卑自己。出埃及记的一开始也有相同的

字词，来形容上帝的百姓如何在埃及受苦，事实上，这是圣洁的上帝要让你我谦卑在他面

前，在他面前破碎，认识上帝的伟大。这是旧约中处处可见的敬拜场景。以斯拉抬头仰

望，举手对上帝说：「你太伟大了，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上帝仰面。」在以赛亚书 6

章，「祸哉，我甚至不配来到你面前。」 

 

因此，我相信上帝在这里要传达一个信息。如同我们聚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意义。因为我们

现在经常有机会敬拜，经常有许多欢庆的机会，就像我们之前的唱诗歌，拍手，又唱又

跳。同时，我们也要在圣洁的上帝面前破碎自己，谦卑自己，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在

今天的教会中变得非常陌生。我们要找回这些东西。因为如果在我们的敬拜中没有破碎、

谦卑、为罪忧伤，那么上帝也就不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不能用轻蔑的

态度来敬拜祂。我们必须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 

 

第二个真理，因为上帝是圣洁的；因此罪带来死亡。罪带来死亡。亚伦的两个儿子的结局

清楚告诉了我们，只要未经允许进到上帝的面前，立刻死。我们想想看利未记的整个场

景。第一，我们犯罪的倾向非常强烈。利未记清楚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我们想想看利未记

的组织架构。一直到 16 章这里，一章又一章地叙述着献祭。就像是行事历，献祭的行程

表。然后在 16 章之后，17-27 章，我们看到的是上帝颁布的律法，百姓要遵行的道德律

法。有趣的是，上帝在给他们律法之前，上帝先告诉他们一堆要献的祭。因为上帝知道人

会违背律法。人有犯罪，违背上帝律法的倾向，因此这卷书必须以一半的篇幅描述献祭的

事情。利未记还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故意犯罪和非故意犯罪。罪不只是我们所做的事。罪就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本性就会违背上帝，不遵守祂的律法。每个人都是如此。我们

的倾向，我们天生会犯罪。很可恶，不是吗？ 

 

利未记让我们看见我们容易犯罪，不只是我们犯罪的倾向很强烈；利未记也清楚告诉我们

犯罪的惩罚很严厉。这个在利未记整卷书中处处可见，不是吗？不只是亚伦的儿子，还有

通奸淫乱，利未记中对淫乱的惩处是甚么呢？死。在利未记中，列出了一长串的罪行，而

每一项的代价就是死，死，死。我们看到利未记的 24 章，有一个人亵渎了圣名。我们怎

么惩处他呢？用石头打死他。凡咒诅，亵渎耶和华名的，就用石头打死他。上帝说用石头

打死他。我们读到这里，心想不是太过严厉了呢？不只是在利未记，整本旧约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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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得的妻子回头看，立刻就死了。回头一看，就变成盐柱。往后我们还会读到民数记，我

们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结果被石头打死。因为捡柴被石头打死！在旧约的后

面，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百姓在运送约柜的途中，因为路上颠颇，约柜倾斜，有一个人伸手

扶住，当他碰触到约柜，立刻被上帝击杀。 

 

你心里可能会想，这些都是旧约中希奇古怪的故事。在新约中依旧如此。使徒行传 5 章，

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想要私吞给教会的钱，他们就死了。这不是很好的教会成长方式。人

们开始一一消失，我们在最后传奉献袋，以为人会渐渐回来。难道你不会质疑，虽然你可

能不会说出口，难道心里不会想，这是否太严厉了呢？捡柴要被石头打死。说谎就地正

法。我们会认为这太过严苛，是因为我们对罪的看法是以人为中心。我们的想法是，如果

你对我口出恶言，你罪不至死，没这么严重。如果你没有按照某人的吩咐去做，也不至于

死，但由此我们看到罪的严重与否，并非根据行为的来龙去脉。罪的轻重是根据你得罪的

是谁。想想看，如果你是得罪一块石头，没甚么大事。如果你得罪的是人，你就有罪了。

如果你得罪的是上帝，你就罪无可赦，你犯下了亵渎的重罪，因为他极度尊贵。 

 

想想看，这个故事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读过了。在创世记第 3 章，罪进入了世界。罗马书

第 5 章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次的过犯，使罪进入世界。我们看到的

一切，邪恶，这世上道德和人性的恶，全都是因为一次的过犯。他们吃了一个果子，还有

他们的背逆与骄傲，造成了世界大战，飓风，地震，海啸，恐怖攻击，疾病，癌症，都是

因为一次过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犯过成千上万的罪。罪的代价是什么？是死亡、永远的

死，绝对的死，因为你得罪了圣洁的上帝。上帝是圣洁的。犯罪的代价就是死。我希望在

教会中，在上过这一堂课之后，我们对罪的厌恶要比之前更加强烈。对罪的认识比以前更

深。 

 

潘可宁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他说:「对罪的认知，对背逆的深度认知，以及对罪痛苦的悔

改，应该成为我们的影子。基督徒痛恨罪。他们害怕罪。他们远离罪。他们为罪感到悲

痛。我们的一些先祖在他们的罪中挣扎。一个情绪失控的人或许会质疑他是否还能去教

会。一个打小就忌妒比自己漂亮，聪明姐妹的女人也许会质疑这个罪是否会威胁道她的得

救。」他又说：「这个阴影已经被淡化了。面对犯罪的指控，人们往往口气轻松，好像是

在说教会内的笑话。曾经，这个指控足以让上帝的百姓惊恐。」求上帝让我们在遇见难处

与试探时，能够认识到最微小的罪中的致命本质。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厌恶罪，明白一个罪

就值得无尽的愤怒。 

 

第三个真理。如果上帝是圣洁的，犯罪的必死，我们要明白有罪的人如何与圣洁的上帝同

住。那么，第三个真理就合理了：献祭是必须的。这里的关键是在利未记的 17:11，我们

很快地看看。如果你没有在圣经上划下这一句，我鼓励大家现在划下来，因为这是关键。

当你在读利未记，有没有想过为甚么处处都是血呢？把血洒在这里，把血洒在那里，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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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利未记 17:11 是解答的关键。这里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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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代

表生命。当献祭完成时，当血洒出来时，代表甚么？死。这里说当罪死了，且犯罪的必

死，而上帝是圣洁的，它以圣洁和公义掌权，犯罪必定会带来死亡。每当我们在利未记看

到血，就是看到献祭，彰显罪的代价已经付出了。死亡发生了，这一幕经历死亡的是祭

物，不是犯罪的人。 

 

接着我们要来看赎罪日。赎罪日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在旧约中，赎罪日是每年一次的献

祭。一年只有一次。在旧约历史的后期称赎罪日为「那日」。我的意思是，这一天上帝的

百姓终于可以与上帝同在。在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有几件大事，第一，祭司进入地

上的至圣所。大祭司要进入会幕。还记得会幕的架构，有外院，有圣所，然后有一个幔

子，把圣所与至圣所隔开。在亚伦的儿子拿答和亚比户之后，以色列的百姓要在他们当中

找出一个人，代表他们进入至圣所，他必须每年按规定献祭一次。 

 

接着我们来看祭司的部分。大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简单的圣衣，不同于一般大祭司

的圣服，甚至不同于一般祭司的圣袍。圣袍代表在上帝面前的谦卑。非常简单。沐浴更

衣，穿上圣衣，圣衣代表上帝的圣洁，谦卑来到殿中，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会在圣衣的下摆

加上铃铛，因此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古老的说法是在他的足踝上系绳子，当他走动

时，只要铃当发出声音，代表一切进行顺利，但是当铃声停止，就知道他没有在动，因为

没有人敢进去查看他，于是用绳子将他拉出来。你能想象这个场景吗？就像是你站在聚会

帐幕的外面，一片寂静，听着这些铃声，猜测他能否从上帝的面前出来，对圣洁的上帝尊

崇敬畏。大祭司要进入地上的圣所：会幕。 

 

至圣所的第二个要素是无瑕疵动物的血。这里提到三只动物，一只公牛，两只山羊。公牛

犊要为祭司的罪献为赎罪祭，因为祭司本人也是罪人，两只公山羊，一只可以活，一只不

能活，被宰杀的公山羊要拿进去。祭司带着公牛的血为自己赎罪，公羊代表以色列所有的

百姓，至圣所香烟弥漫，让人无法看到上帝的同在，记得约柜里面放的是上帝的律法，上

面是金子做的基路伯，耶和华要在二基路伯中间现身吩咐祂的律法。 

 

耶和华在牛羊的血中显现，与祂的百姓同在。大祭司要把血弹在约柜的施恩座上。其实，

施恩座并不像个椅子。你不可能坐在上面。祭司进去以后，会尽可能赶快离开，避免逗留

太久。好比说，拍张照留念，放几只小鸟出去，让百姓知道里面发生了甚么事。你不会这

么做。你会赶快进去，赶快出来。大祭司将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为甚么？因为圣

洁的上帝要亲自掌管祂的律法。当上帝看到祂的律法，而以色列人违背了祂的律法。百姓

并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罪，那些必须死亡的罪行。圣洁公义的上

帝，看到违法犯纪，对犯法的人勃然大怒，因此祭司要将血弹在约柜上面，代表死亡已经

发生，这整个过程就是看见了以色列人的罪，为了不将怒气出在祂百姓的身上，让他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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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罪而死，就以祭物为替代品，满足上帝，动物的死代替了信徒，如此一来，上帝对罪

的公义和对罪人的恩惠都满足了。祭司就是这样为百姓赎罪，百姓也因此可以与上帝和

好。 

 

当他出来时，外面还有一只羊，20-22 节，祭司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

孽过犯，代表把一切的罪都归在羊的头上，然后负责养羊的人进来，将羊带到旷野中，永

远不许回来。这代表罪，百姓犯罪的惩处被带到无人之地，永远不回来。这就是赎罪日的

情形。 

 

第三个要素，这是必须一再重复的祭祀。这是唯一的问题。赎罪完成了，但是下一周，下

一个月，他们又犯罪了。因此来年又需要进行赎罪祭，然后明年，后年，大后年，一年又

一年，都要进行赎罪祭。 

 

我们看到上帝的施恩给他的百姓，但结果确是它成为百姓犯罪的提醒。赎罪日在提醒百

姓，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需要献祭赎罪。每一年，他们需要靠大祭司进入会幕，为

他们赎罪。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 10 章。希伯来书 10:1。这是新约对赎罪日的描述。

「这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里说他们渴望永远得赦免，但是赎罪日不能带来永远的赦

免。请看希伯来书 10:1，圣经说，这里谈到赎罪日，以及献祭的制度，「律法既是将来美

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像，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以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

了。但这些祭物…」注意听「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

他们不断被提醒，他们的罪使他们与上帝隔绝，他们不断需要赎罪日。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旧约律法中所说的这一切东西，都是新约的影子。当新约来临的时

候，律法的本体就会出现。我们回头看旧约，我们从上帝与人立约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上

帝的预备。新约是利未记的荣耀时刻。律法成全了，我们不必再每年献祭了！新约让我们

看到基督的死，就像旧约中默默承受人的罪的祭物。利未记中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在

基督身上成全。律法是新约的影子。我们回头看希伯来书的 9:11。这里说：「但现在基督

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

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

的祭.若山羊和公牛的血，病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降自己无暇无疵地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

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永生上帝吗？」 

 

在新约中，没有一位地上的祭司进入天上的会幕；只有一位祭司能够进入了天上的会幕。

这是旧约与新约最重要的差异。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会幕只是个影像，是更大本物的副

本，和天上的本物一模一样。因此，当基督献上自己为祭物的时候，他没有进入人手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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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幕。请看 9:23，注意听，「照着天上样是做的对象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

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

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 

 

耶稣，不是进入了会幕的至圣所，而是进入上帝同在的真正荣耀与圣洁中。他以仆人的形

像，谦卑自己为人的样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祭司进入了天堂的会幕，不是借着无瑕疵

动物的血，乃是无罪之人的血。我们知道祭司要献上动物的血来为他自己赎罪。耶稣不是

如此，他并没有犯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最后，第五章的开始这么说，他本身没有犯

罪，不需要赎罪，因此他为我们进入会幕，没有带着其它的血，而是用他自己的血。同样

的，在旧约中的百姓，看到这些祭物的血，相信这些祭物的血，他们得以与上帝和好，他

们的罪因此得赎。 

 

现在的情况是上帝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罪。他看到我们违背了他的律法，而我们犯罪的代

价乃是甚么呢？就是死。永恒的死。他看到了我们生命中的罪，但是，当我们相信基督的

血洒在我们心中，当上帝看到基督的血在我们的生命中时，就不再击杀我们。他接纳他儿

子为祭物，罪的代价由他全部付清，他的血让我们脱离上帝像我们所发的怒气。这个献祭

是绝对不需要重复的。这是永远有效的献祭。希伯来书 10:11，「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上

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

的右边坐下了.」 

 

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代表这个献祭已经完全了，等候使他的仇敌作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

献祭，便叫那得已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永远有效的献祭。这次献祭足以除掉我扪一切

的罪。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 10:17，「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

既以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还记得那只被放逐到旷野的羊吗？罪被归到那只羊的

身上，被放逐到旷野中，永远不得回来。各位弟兄姐妹，无论你们的过去多么的黑暗不

堪，当你的罪归到基督身上，它们离你就像东到西一样远，永远不会再对你不利，永远不

会再对抗你。 

 

以赛亚书 43:25，上帝说:「我是主，我不再记念你的罪恶。」不再记念，不是因为他记性

不好忘记了，而是上帝的恩典，他选择接纳这些罪。如果你可以重新来过，有些事你会希

望可以完全消失。各位弟兄姐妹，在全能上帝的眼中，这些都已经消失了。全部不见了。

我们的罪全部不见了。他的宝血，洒在我们心中。想想看，我们和我们的罪，我和我的

罪，你和你的罪，在上帝面前借着基督的宝血，你不再是罪人。我们的罪除掉了，我们的

良心洁净了。因此，如今凡在基督里的将不再受惩罚。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当敌人寻求

将你过去罪的重担加在你的颈项，上一周的罪，去年的罪，二十年前的罪，你至今无法放

下；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再背着它们四处走了。你得释放了，你的罪已经除掉了，在上帝

面前你是纯洁无瑕疵的，你已得着圣洁的地位。因为基督的献祭都归到了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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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利未记让我们看到的惊奇。是的，上帝是最圣洁的，罪是必死的，因此献祭是必须

的。将这一切结合，在利未记的最后所呼求的是一位救世主，利未记所指出的就是第四个

真理，耶稣的宝贵。我们需要他。他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是我们灵魂的救赎。我们的这位

大祭司将继续代表我们。 

 

我们再来看一段希伯来书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 7:23，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是大

多数的人，许多时候，或许不是一直如此，当我们想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

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我们想到耶稣只是冷冷的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不

是这样。你们明白吗？希伯来书 7:23，「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

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他进到上帝面前

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请将这句经文划下来。 

 

基督徒们，在这一刻，基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为你我代求，成为你的中保。这是甚么意思

呢？意思就是，当你面对罪的诱惑，你有一位救主在天上已经准备好要给你一切所需，来

对抗这个罪。当你面临出乎意料之外的困境时，听到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消息，记住，你在

天上有一位救主，他在为你代求，预备好你在困境中所需要的力量与坚持，每天，时时刻

刻，你都有一位大祭司在天父面前，为你代求。这是荣耀的真理，事实是，当日子到了，

当你咽下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口气，你将站在圣洁上帝的面前，你信靠他，他的宝血如今已

洒在你的心中。你知道那一天你得着救赎，你没有理由害怕，没有害怕的理由。 

 

约瑟夫‧史东，这位弟兄专门训练牧者到罗马尼亚宣教。他做了许多年，他会告诉接受装备

准备要前往罗马尼亚宣教的人，他们几乎百分之百会在当地殉道。他会告诉这些弟兄，千

万记住当你们为主的缘故殉道，当你站在上帝的面前时。如果上帝问你，为什么要让你进

天堂，请不要犹豫，你要回答说，因为你为主殉道。到那一天我们的答案将都是一样的。

我将是一无所有。我相信他的宝血要覆盖我。各位基督徒，要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为你得

着上帝的接纳欢喜快乐，上帝的接纳你，不是根据你的表现，而是因为基督为你牺牲。 

 

或许你会心想，既然这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绝对不行。这是利未记 16 章和希伯来

书告诉我们的真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却不跟随他，这是彻底的虚伪，全

然本末倒置，为甚么？因为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有位大祭司代表我们，我们也知道有位羔羊

永远掌管我们，我们的生命属于他。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因他而喜乐。在救赎中无法

容忍一丁点的罪。我们靠着大祭司赐给我们的力量，能够脱离罪。因此，利未记绝对是值

得一读的一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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