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19:2)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  
7/14/2013 



利未記的卷名是出自七十士譯本，意思是有關 
“利未”人。本書主要論及會幕中的敬拜事奉；這
事奉是由作祭司的亞倫後裔來主持，並由許多利
未支派的人來協助。出埃及祀頒佈建造會幕的指
示；利未記則頒佈在會幕敬拜的律例及規條。 

 

利未記的中心思想是聖潔 – 神的聖潔與人的聖潔。
有罪人必須先自潔與贖罪來敬拜聖潔的神。西乃
立約之後，以色列就成為神國度在世上的代表。
耶和華既為以色列的王，就設立體系，管理以色
列人信仰、社區及個人的生活。 



出埃及记以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做结束, 利未记则继续
记述在会幕中敬拜事奉的条例, 以及神的百姓如何
过圣洁的生活。 

 

本卷主题:  敬拜中心和圣洁生活 

 

匙节: 19:2,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 

          圣洁的。 Holy  (出現90 多次)   

 

这是神要他历代选民所谨守的重要诫命。今天，神依 

然呼召他的百姓要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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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之約   (約書格式) 新約 

1. 
(出埃及記) 

十誡 命  心版, 心靈的新樣 

2. 
(出埃及記) 

會幕聖所  (敬拜所在) 身体是神的殿 

3. 
(利未記) 

獻祭禮儀  (甘心奉獻, 除罪) 神羔羊獻上永遠的祭 

4. 
(利未記) 

祭司制度  (中保) 耶穌作永遠的大祭司 

5. 
(利未記) 

律例典章  (聖俗, 潔淨) 靠聖靈行事, 不從肉体 

6. 
(利未記) 

聖會節期  (七次節期) 与基督作王, 新天新地 

7. 
(利未記) 

蒙福受懲  (順從与悖逆) 生命河, 生命樹, 永永遠遠 

利27:34 神在西乃山所吩咐的命令。 



献祭 动机 意义 

燔祭 自愿献 完全奉献给神 

素祭 自愿献 最好的生活与工作献给神 

平安祭 自愿献 与神和好 

赎罪祭 必须献 承认己罪, 并求赦免 

(罪性方面) 

赎衍祭 必须献 承认己罪, 赔偿损失 

(罪行方面) 



燔祭    

Burnt Offering 

素祭     

Grain Offering 

平安祭     

Fellowship Offering 

 

a. 在会幕门口甘心献祭 

b. 无残疾的公牛,公羊,斑

鸠或雏鸽  

c. 按手在祭牲头上 

d. 血撒在祭坛四周 

e. 剥皮切块 

f. 一切全烧 

g. 坛上的火不可熄灭 

(6:13) 

 

a. 甘心献上为供物 

b. 细面，浇油，加乳香 

c. 不可有酵，不可有蜜， 

d. 加上立约的盐 

 

感谢献的；为还原；甘心献的  

a. 献供物为平安祭，公母没

有残疾 

b. 脂油归耶和华  

c. 脂油和血不可吃，这是永

远的定例 

d. 献祭人可以吃肉 

e. 摇祭的胸，举祭的腿归给

祭司(7:28) 

意义：毫无保留，完全为神

奉献的人生   

(罗12:1-2) 

意义: 生命，工作，生活

讨神喜悦。  

意义：基督是我们的 平安，

连万有都和好。(弗2:13-14; 

西1:20) 



赎罪祭 
Sin Offering 

赎愆祭 
Guilt Offering 

  
a.  祭司/全会众 
            献无残疾的公牛犊 
            血带进圣所弹7次 
            肉不可吃 
            拿到营外用火烧 
 b.  官长/百姓 
            公母山羊 
            血抹在祭坛上 
            肉可以吃 (归给祭司) 
            烧在坛上 
 c. 必蒙赦免 （4:20…) 

  

a.  献上无残疾的公绵羊 

b. 血撒在坛上 

c.  外加五分之一的赔偿 

d.  必蒙赦免 (5:16…) 

 

意义：基督替我们赎罪，必
蒙赦免  (林后5:21;  来9:22） 

 

意义：赎罪，还要有赔偿 



 利 7:37-38  在西乃山所吩咐的 

 關于贖罪: 群体与個人 (community & member) 

 獻祭的屬靈意義: 
1. 認罪 
2. 和好 
3. 奉獻 

 今日的主日崇拜 

=>  confession, reconciliation, dedication 

 今天還要宰牛宰羊獻祭嗎？ 

 =>  來10章,  詩40 

 



1. 神人之间的中保 (利8) 

      a. 是神的呼召 

      b. 先受膏抹 

2. 祭司尽职 (利9) 

      a. 为自己和百姓献祭 

      b. 为百姓祝福 

3. 祭司三個條件：(來5:1-4) 

a. 蒙神所召 

b. 辨理屬神之事,獻上贖罪祭 

c. 体恤愚蒙,失迷的人 

 





4. 等次 (來7:11-26) 

      a. 利未的等次 (帳幕之事) (耶和華是他的產業) 

      b. 亞倫的等次 (大祭司和會幕內之事) 

      c. 麥基洗德的等次 (至高神的祭司) 

5. 事奉的要求 

      a. 聖潔 (holy) (利10:3, 利19:2) 

      b. 大祭司–歸耶和華為圣 (Holy to the Lord) 

      c. 凡火之鑑 –亞倫的兩個兒子 

      d. 聖的 vs.俗的, 潔淨的 vs.不潔淨的 

6. 教導神的律例典章給百姓 (利10:11) 
    =>  君尊祭司將神的道教導,傳遞下去 

7. 地上的會幕, 天上的會幕 (來8:1-6) 



聖典的省思： 

 律法是聖是俗 (羅7:12) 

 律法的目的 (加3:19,羅7:7-8) 

 律法乃是師傅 (加3:24) 

 律法的總結 (羅10:4) 

 律法中最大的誡命(太22:37-40) 

 律法顯明立法者的屬性: 圣洁 
 

利11:45,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作 
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