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讀經班：利未記 11-20章
#12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Leviticus 11-20

王文堂牧師



一個屬靈的旅程 A spiritual journey

1. 以敬虔的心研讀神的話語，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2. 願主的道興旺，主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

3. 願主賜福你讀經的日子！



讀經者的信念 A Bible reader’s conviction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REV. WARREN WANG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REV. WARREN WANG

摩西五經的主題 Book themes of the Pentateuch

書名 主題

1 創世記 萬物的起源（萬物的起頭和神救贖計劃的開始）

2 出埃及記 作神的子民（神拯救人的目的）

3 利未記 如何親近神（與神同在和與神同行的條件）

4 民數記 曠野的歷程（人的失敗）

5 申命記 重申愛的命令（神的恩典）



利未記的主題

利未記的主題是「如何親近神」

❖如何親近神的兩個步驟：

1. 罪人如何才能回到神的面前（重點：人非聖潔，不
能見主）

2. 回到神面前的人，如何保持與神同行（重點：與神
的關係是活潑的，不是靜止的）



利未記的主題

利未記的主題也可以說是「聖潔」 。

◦「聖潔」 的目的是為了親近神, 因為「非聖潔沒
有人能見主」（來12:14） 。



主題經文

利未記 19: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你
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聖潔與親近神
o利未記的主題是「如何親近神」，關鍵字是「聖潔」。
一個人若想親近神，就必須聖潔，因為「非聖潔沒有人
能見主」（來12:14）。

o利未記的內容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1-16章）的主
題是「回到神的面前」，內容是獻祭的制度（五祭，祭
司）和個人的潔淨。只有保持潔淨，並經由祭司代為獻
祭，人才能回到神的面前。



聖潔與親近神
o第二部份（17-27章）的主題是「與神同行」，內容是
如何在道德、愛心、敬拜、節期、奉獻各方面，過一個
聖潔的生活。

o親近神最大的障礙就是人的罪。利未記使我們看到，人
的罪在神的眼中的嚴重性。一個人若想回到神的面前，
必須先對付自己的罪。如何對付？「若不流血，罪就不
得赦免」（來9:22）。獻祭制度是一個「代罪制度」，
藉著代罪者（牛、羊等祭物）的被殺流血，一個人的罪
可以得到暫時的赦免。



聖潔與親近神
o利未記使我們看到一個真理的兩面：正面畫著會幕，表
示神要人親近他。反面畫著獻祭，表示親近神需要先處
理罪。

o神是聖潔的，人是有罪的，二者之間有巨大的鴻溝。藉
著獻祭的制度，罪人得以來到神的面前。

o獻祭制度只是一條臨時的橋樑，我們所需要的，是一條
永遠的道路。



耶穌是道路
o耶穌基督是神所預備的永遠的道路。讀利未記的目的，
要藉此更加瞭解耶穌基督的救恩。

o利未記所描述的獻祭制度，是預表著耶穌基督。耶穌是
真正的大祭司，他升入高天，滿有尊榮，在天上的聖所
供職。



耶穌是道路
o耶穌是代罪的羔羊，無暇無疵地將自己獻上。牲畜的血
只能暫時贖罪，而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卻能一
次而永遠地替我們贖罪。

o耶穌才是真的道路，惟有藉著他才能來到神的面前。



利未記與希伯來書
o讀利未記的人應該也讀希伯來書。讀了利未記，再讀希
伯來書就會更有收穫。

o希伯來書的主旨，是要向那些有猶太教背景的人證實耶
穌的超越性。它的表達方式，是用新舊比較的方法，來
說明耶穌是更美的。



耶穌 人間的大祭司

1 按照麥基洗得的等次（大於
亞伯拉罕，來5:6, 7:17）

按照亞倫的等次（小於亞
伯拉罕）

2 神起誓所立的（來7:20） 非起誓所立的

3 照著無窮生命的大能任職
（來7:16）

照著肉體的條例任職

4 在天上的聖所任職（來8:2, 
9:24）

在地上的聖所任職

希伯來書：耶穌與人間的大祭司之比較



耶穌 人間的大祭司

5 大祭司永遠長存，永不更換
（來7:24）

大祭司有死阻隔，死了就
要換人，不能長久

6 能將人拯救到底（來9:12） 不能拯救到底

7 用自己的血贖罪（來9:12） 用牛、羊的血贖罪

8 只需一次獻祭（來9:12,28, 
10:12）

必須時常獻祭

希伯來書：耶穌與人間的大祭司之比較



耶穌 人間的大祭司

9 能為人永遠贖罪，使人永遠
完全（來10:12, 14）

不能永遠贖罪

10 能引人進入至聖所（來10:19）不能引人進入至聖所

11 是本物的真相（來10:1） 是美事的影兒

12 作新約的中保（來8:6, 9:15） 仍在舊約之中

希伯來書：耶穌與人間的大祭司之比較



獻祭的次序 Order of sacrifices
問題：如果一個人要獻燔祭，平安祭，贖罪祭三種祭，
獻祭的次序是什麼?

答案：先為自己贖罪（與神和好），再獻上自己（歸
神為聖），最後才與神團契（與神同樂）。

獻祭的次序：
1. 贖罪祭 Sin offering：與神和好

2. 燔祭 Burnt offering：歸神為聖

3. 平安祭 Peace offering：與神同樂



飲食律法 Dietary Laws

1. 獸類：凡“分蹄倒嚼”的都可以吃

◦Any animal that has a divided hoof and that chews the 
cud

◦例：牛、羊分蹄又倒嚼，可吃

◦例：豬分蹄不到嚼，駱駝倒嚼不分蹄，不可吃



沙番因為倒嚼
不分蹄，就與
你們不潔淨。
利11:5
The hyrax 
though it chews 
the cud, does not 
have a divided 
hoof; it is unclean 
for you. Lev. 11:5



豬因為蹄分兩
瓣，卻不倒嚼，
就與你們不潔
淨。利11:7
And the pig, 
though it has a 
divided hoof, does 
not chew the cud; 
it is unclean for 
you. Lev. 11:7



飲食律法 Dietary Laws

2. 水族: 凡“有翅有鱗”的都可以吃

◦Of all the creatures living in the water of the seas and the 
streams you may eat any that have fins and scales

◦例：魚有翅有鱗，可吃

◦例：蝦、蟹、鰻魚無翅無鱗，不可吃



凡在水裡、海裡、河裡、有翅有鱗的，都可以吃。利11:9
Of all the creatures living in the water of the seas and the streams you 
may eat any that have fins and scales. Lev. 11:9

翅 fin 鱗 scales



飲食的律法 Dietary Laws

3.飛禽類： 鷹類, 烏鴉等不可吃

◦Birds of prey, scavengers…

◦These are the birds you are to regard as unclean 
and not eat because they are unclean: the eagle, 
the vulture, the black vulture…



白頭鷹 Bold Eagle

鵰 Eagle

又稱鷲，一種老
鷹。猛禽類，上
嘴鉤曲，腳短，
有鉤爪，飛行甚
速，居深山中，
捕食野兔，小山
羊等。



鸕鶿
Cormorant

水鳥名，又名水老
鴨，打魚的人常養
來捕魚。



鵜鶘
Pelican

游禽類，體
大翅長，體
灰白色，嘴
長，頷下有
囊，捉了魚
藏在囊裡。



By Artemy Voikhansky - Own work,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2675550

戴鵀Hoopoe
利11:19

又名戴勝，有黃
金色的大羽冠，
鳴聲鬧而急。

Don’t eat it.



蝙蝠 Bat
又叫伏翼，一種會飛的哺
乳動物，翼手類，形如老
鼠，手足和身體有膜相連
如翼，晝伏夜出
蝙蝠派 蝙蝠可充飛禽，又
可充走獸，喻驅利避害的
騎牆份子
蝙蝠俠 Batman 著名的卡通
及電影人物



飲食的律法 Dietary Laws

4. 昆蟲類: 有翅膀的, 爬行的都不可吃 (蝗蟲例外)

◦ All flying insects that walk on all fours are to be 
regarded as unclean by you.



蛇醫(石龍子）
Skink

蝘蜓(變色龍)

Chameleon

壁虎、龍子、守宮、
蛇醫、蝘蜓。這些
爬物都是與你們不
潔淨的。利11:30-31
The gecko, the monitor 
lizard, the wall lizard, the 
skink and the 
chameleon. Of all those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these are unclean 
for you. Lev. 11:30-31



耶穌的教導 Teachings of Jesus
甚麼才會汙穢人？太15:10-11,16-20

耶穌就叫了眾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
白。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

耶穌說：「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嗎？豈不知凡入口的，
是運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嗎？惟獨出口的，是從
心裡發出來的，這才污穢人。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
有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
都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吃飯，那卻不污穢人。」



What defiles a person, Matt. 15:10-11,16-20

Jesus called the crowd to him and said,

“Listen and understand. What goes into someone’s mouth does 
not defile them, but what comes out of their mouth, that is 
what defiles them.”

16 “Are you still so dull?” Jesus asked them. 17 “Don’t you see that 
whatever enters the mouth goes into the stomach and then out of the 
body? 18 But the things that come out of a person’s mouth come from the 
heart, and these defile them. 19 For out of the heart come evil thoughts—
murder, adultery, sexual immorality, theft, false testimony, slander. 20 
These are what defile a person; but eating with unwashed hands does not 
defile them.”



新約的教導
Teachings from New Testament

提前 1 Tim. 4:3-5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
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
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
求成為聖潔了。
They forbid people to marry and order them to abstain from certain 
foods, which God created to be received with thanksgiving by those 
who believe and who know the truth. For everything God created is 
good, and nothing is to be rejected if it is received with thanksgiving, 
because it is consecrated by the word of God and prayer.



新約的教導
Teachings from New Testament

羅 Rom. 14:14-18

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惟獨人
以為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行。基督
已經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毀謗；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
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
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



Romans 14:14-18
I am convinced, being fully persuaded in the Lord Jesus, that nothing is 
unclean in itself. But if anyone regards something as unclean, then for that 
person it is unclean. 

15 If your brother or sister is distressed because of what you eat, you are 
no longer acting in love. Do not by your eating destroy someone for whom 
Christ died. 

16 Therefore do not let what you know is good be spoken of as evil. 17 For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a matter of eating and drinking, but of 
righteousness, peace and joy in the Holy Spirit, 18 because anyone who 
serves Christ in this way is pleasing to God and receives human approval.



神為何要以色列人遵守飲食的律法？

解釋一：健康的理由

◦神說可吃之物都對人體有益的，神說不可吃之物
都對人體有害的。

◦例：牛肉可吃半熟的（How do you like your steak?）
豬肉裡有細菌，必須完全煮熟了才能吃。神禁止以色
列人吃豬肉，在生火烹飪不方便的時代，對他們的健
康有利。



蝙蝠，
野鳥… 野生動物.. 人類

自然宿主 中間宿主 傳染流行

病毒的可能路線

• 蝙蝠和一些野生鳥類對多種病毒具有免疫力，自
己不會生病，但會傳染給其他動物



神為何要以色列人遵守飲食的律法？

解釋二：屬靈的理由（靈意解經）

◦倒嚼就是反覆思考，神要我們學習倒嚼的動物，
反覆思考他的話語

◦我們應當按著正意分解真理，避免靈意解經



神為何要以色列人遵守飲食的律法？

解釋三：聖潔的理由

◦神要以色列人在飲食上與萬民有別，成為聖潔，因為
耶和華是聖潔的。

◦這是真正的原因！



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利未記 11:44-47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
是聖潔的。你們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我是
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神；所
以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這是走獸、飛鳥，
和水中游動的活物，並地上爬物的條例。要把潔淨的
和不潔淨的，可吃的與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別出來。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I am the Lord your God; consecrate yourselves and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Do not make yourselves unclean by any creature that 
moves along the ground. 45 I am the Lord, who brought you up out 
of Egypt to be your God; therefore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46 “‘These are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animals, birds, every living 
thing that moves about in the water and every creature that moves 
along the ground. 47 You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unclean and 
the clean, between living creatures that may be eaten and those 
that may not be eaten.’”



在飲食上分別為聖
o神在規定完了飲食的律法之後，做了一個解說：「我是
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耶和華，要做你們的神，所以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利11:45）

o神給以色列人的飲食定下規矩，目的是要他們聖潔。聖
潔就是「分別」，也就是「與眾不同」。

o以色列人的食物與周圍的列邦不同，別人什麼都吃，以
色列人卻有的吃、有的不吃。



在飲食上分別為聖
o吃飯是最基本的生活行為，以色列人在最基本的生活上
與眾不同，這就把他們從列邦中分別出來。

o信仰是因小而大的，他們若能在飲食上分別為聖，才能
在大事上分別為聖。他們若在生活小節上妥協，就會在
大事上妥協。

o對一個敬虔的以色列人來說，每次的用餐就是一個「順
服的操練discipline of obedience」：神這麼規定，我就這
麼做，我順服神！



在飲食上分別為聖
o一年下來，他光是在吃飯這件事上，就順服神一千多次！

o順服神是對人有益的，照著神的規定去吃東西，身體會
更健康（附帶的好處）。神設立飲食規定的本意，是要
子民分別為聖，每日操練「順服神」，因順服神而在生
活各方面得到最大的益處。



生產之後的潔淨期
o婦女生產之後需要潔淨，不是因為兒女是污穢的，而是
因為失血。

o兒女是神的祝福，生兒育女不是犯罪，不需要因此而行
潔淨的禮。

o血代表生命（利17:11, 14），而生命是由神來的，失血
代表與神遠離。婦女於生產之時受苦，是因為當初人類
遠離神的後果（創3:16）。



生產之後的潔淨期
o無論生男或生女，所獻的祭物是一樣的。而且婦人自己
可以獻祭，無須經過丈夫。

o至於為何生女孩的潔淨期（66日）是生男孩（33日）的
兩倍，學者多有猜測，只是尚無定論。



不潔淨期

狀況 conditions 不潔淨期 how long

飲食上的不潔淨 按日計算

生產失血 按月計算

患大麻瘋 按月、年、計算



皮膚病的檢驗
o“大痲瘋” 的原文 צרעת 是指 “嚴重的皮膚病”，NIV 譯為
“defiling skin disease”，不一定就是大痲瘋 (leprosy)，有
可能是其他的皮膚病。

o和合本將這個字都譯為 “大痲瘋”，若讀上下文，就知道
有些並不是大痲瘋，無傳染性，患者被判定為潔淨 (例:
13:13)。

o利未記 13-14 章的檢驗是禮儀性的(ritual)，而非醫藥性
的。目的是要確定所患的皮膚病是 “潔淨還是不潔淨”。



認識大痲瘋
1. 大痲瘋(leprosy)是一種具有傳染性的皮膚病，可導
致變形、肢體損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的
報導，大痲瘋自古以來就有，至今未能根絕。

2006年全世界註冊有案的大痲瘋病患有219,826名，其中
以非洲的中南部，亞洲的印度和尼泊爾，南美洲的巴西
等地人數最多。



大痲瘋感染地區圖



認識大痲瘋
2. 大痲瘋的症狀：

1) 一處或多處的皮膚組織損壞(skin lesions )。

2) 一般來說患處的顏色比周圍的皮膚淺(less pigmented)，
有時也會呈紅色或銅色。

3) 患處失去知覺(sensory loss) 

4) 長大痲瘋的地方可能是平的，也可能是突出的。



認識大痲瘋
3. 大痲瘋又稱為「寒生氏病Hansen’s Disease」。

自古以來，無人知道大痲瘋的病因。寒生（G. A. Hansen）
於1873年發現了大痲瘋是由M. leprae桿菌(一種類似肺結
核菌的桿狀細菌)所造成。

為了紀念他傑出的貢獻，後人也將大痲瘋稱為Hansen’s 
Disease。



認識大痲瘋
4. 大痲瘋可以治療嗎？可以！

1940年代，首度發展出治療大痲瘋的藥物Dapsone。後
來因為細菌逐漸產生了對於Dapsone的抵抗性，以至於
藥物失效。

現在的治療法是使用MDT（多藥物治療法Multi Drug 
Treatment），可醫治大痲瘋。此藥物由世界衛生組織
（WHO）免費供應。



大痲瘋治療：多藥物治療法 MDT



大痲瘋的處理
I. 大痲瘋的檢驗與處理

A. 七種大麻瘋之檢驗法(13:1-44)

1. 甲、 新長的大痲瘋

2. 乙、 舊大麻瘋復發

3. 丙、 因長瘡而引起的大痲瘋

4. 丁、 因火毒而引起的大痲瘋

5. 戊、 毛髮上的大痲瘋

6. 己、 身上長白火斑

7. 庚、 禿頭大痲瘋



大痲瘋的處理
B. 大痲瘋患者之隔離 (13:45-46)

C. 衣物上的大痲瘋之處理 (13:47-59)

II. 大痲瘋患者潔淨之後的檢驗與關係之恢復 (14:1-32)

III. 房屋的大痲瘋之處理 (14:33-53)

IV. 結論 (14:54-57)



自稱 “不潔淨” 的大痲瘋患者

「身上有長大痲瘋災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
要蓬頭散髮，蒙著上唇，喊叫說：『不潔淨了！
不潔淨了！』災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潔
淨；他既是不潔淨，就要獨居營外。」(利13:45-
46)



耶穌觸摸大痲瘋患者

有一回，耶穌在一個城裡，有人滿身長了大痲瘋，
看見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說：「主若肯，必能
叫我潔淨了。」耶穌伸手摸他，說：「我肯，你
潔淨了吧！」大痲瘋立刻就離了他的身。(路5:12-
13)



大痲瘋潔淨禮，利14:1-7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長大痲瘋得潔淨的日子，其例乃
是這樣：要帶他去見祭司；祭司要出到營外察看，若見
他的大痲瘋痊愈了，就要吩咐人為那求潔淨的拿兩隻潔
淨的活鳥和香柏木、朱紅色線，並牛膝草來。祭司要吩
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隻鳥宰在上面。至於那隻活鳥，
祭司要把他和香柏木、朱紅色線並牛膝草一同蘸於宰在
活水上的鳥血中，用以在那長大痲瘋求潔淨的人身上灑
七次，就定他為潔淨，又把活鳥放在田野裡…



大痲瘋潔淨禮，利14:1-7
1. 兩隻潔淨的活鳥：殺一隻，放一隻。代表患者已經

死過一回，並從死裡得到新生命

2. 香柏木：耐久並有濃郁的香氣，代表生命的堅忍

3. 朱紅色線：血的顏色，代表挽回的生命

4. 牛膝草（hyssop）：可吸水



漏症的潔淨

1. 男人的漏症 (15:1-18)

2. 女人的漏症 (15:19-30)

3. 結論 (15:31-32)



贖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摩西五經的中心是利未記，利未記的中心是贖罪日。贖
罪日是以色列人一年之中最神聖的日子，只有這一天大
祭司可以進入至聖所。

1. 贖罪日的預備 (16:1-5)

2. 贖罪日的禮儀概要 (16:6-10)



贖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3. 贖罪日禮儀進行程序 (16:11-28)

A. 獻贖罪祭 (16:11-19)

B. 將羊歸與阿撒瀉勒 （Azazel）(16:20-22)

C. 獻燔祭 (16:23-25)

D. 營外之事 (16:26-28)

4. 贖罪日的日期規定 (16:29-34)



贖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一年一次, 大祭司為全民贖罪。這日要刻苦己心(deny 
yourselves, 包括禁食在內), 守為安息日

1. 大祭司先為自己贖罪, 獻上公牛, 進入至聖所

2. 大祭司再為全民贖罪, 獻上公山羊, 進入至聖所

3. 大祭司按手在公山羊頭上，承認以色列人諸般的罪
孽過犯, 將羊送到曠野，歸與阿撒瀉勒

4. 大祭司為自己和百姓獻上燔祭公綿羊



贖罪日 Yom Kippur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們要刻苦己心，無論是本地
人，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什麼工都不可做；
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例。

因在這日要為你們贖罪，使你們潔淨。你們要在
耶和華面前得以潔淨，脫盡一切的罪愆。這日你
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刻苦己心；這為永遠的定
例。(16:29-31)



Yom Kippur, The Day of Atonement

By Illustrator of Henry Davenport Northrop's 
"Treasures of the Bible" 

The High Priest is to offer:
1. A bull, for his own sin
2. A goat, for Israel’s sin
3. Another goat, this time a 

scapegoat, to be released to 
the wilderness, for Israel’s 
sin

4. A ram, for burnt offering

角 horn



贖罪日的兩隻公山羊
一隻歸與耶和華，一隻歸與阿撒瀉勒 Aaron shall cast 
lots for the two goats, one lot for the Lord and the other 
lot for the scapegoat (Azazel, goat of removal).

1. 先將一隻歸與耶和華，宰殺流血，為百姓贖罪，使以
色列得以親近神

2. 再將一隻歸與阿撒瀉勒，按手在羊的頭上，將羊帶到
曠野放生，使以色列的罪遠離他們所居之處。俗稱替
罪羊（scapegoat，擔罪羊）



甚麼是 “阿撒瀉勒”？
o “阿撒瀉勒” 的原文是 עזאזל (Azazel)，由 “阿撒”（羊，
goat）和 “瀉勒”（除去，離開，removal, go away）兩個
字合成。

o多數英語聖經將這個字譯為 scapegoat 或 goat of 
removal

o有些人認為這個字有其他的意思，如：鬼魔，荒涼之
地…這些說法僅供參考用。



擔罪羊 The scapegoat

亞倫為聖所和會幕並壇獻完了贖罪祭，就要把那
隻活著的公山羊奉上。兩手按在羊頭上，承認以
色列人諸般的罪孽過犯，就是他們一切的罪愆，
把這罪都歸在羊的頭上，藉著所派之人的手，送
到曠野去。要把這羊放在曠野，這羊要擔當他們
一切的罪孽，帶到無人之地。(16:20-22)



“不講罪的福音” 是不是福音？
有一種 “福音” 是不講罪的，不說你是罪人，只說神愛你，
神祝福你，神使你健康昌盛。為何不講？因為人不愛聽。
生活已經夠苦了，何必還要說他有罪，增添他的負擔？
況且，說人有罪是很負面的，效果也不好，因此而信主
的人不多。為何不傳一種正面的福音！不要講罪，多講
信主的好處，特別是對實際生活的幫助。多分享這方面
的見證，這樣傳福音才有效果。

問題是，這種 “福音” 還是福音嗎？



那並不是福音！

我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
去從別的福音。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
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無論是我們，
是天上來的使者，若傳福音給你們，與我們所傳
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我們已經說了，
現在又說，若有人傳福音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
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加拉太書1:6-9)



在神所指定的地點獻祭 (17:1-9)
1. 神所指定的地點: 會幕

2. 神所指定的人物: 祭司

3. 神所指定的方法: 獻祭

“Say to them: ‘Any Israelite or any foreigner residing among 
them who offers a burnt offering or sacrifice 9 and does not 
bring it to 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meeting to sacrifice it 
to the Lord must be cut off from the people of Israel.



在神所指定的地點獻祭 (17:1-9)

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綿羊羔或是山羊，
不拘宰於營內營外，若未曾牽到會幕門口、耶和
華的帳幕前獻給耶和華為供物，流血的罪必歸到
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從民中剪除。（利17:3-4）



在神所指定的地點獻祭 (17:1-9)

問題：神曉諭摩西，獻祭必須要在會幕舉行，在其他
地方「宰公牛或是綿羊羔」的人「必從民中剪除」…為
什麼神對獻祭的地點有這麼嚴格的規定？

答案：因為人很容易偏離正道，「用私意崇拜」（西
2:23），或甚至一面敬拜真神，一面拜假神。所以神
規定以色列人，必須來到神所指定的地點（會幕），
由神所指定的人（祭司），按照神所指定的程序獻祭。



在神所指定的地點獻祭 (17:1-9)
1. 「宰公牛、或是綿羊羔、或是山羊」是指獻祭，不

是為了吃飯而殺牛宰羊。

2. 當時的以色列人，有些人除了敬拜真神之外，又將
部分的祭物帶到田野獻給偶像。還有些人「行邪
淫」，獻祭給「公山羊（一種邪魔）」（利17:7）。

3. 神禁止他們在會幕以外的地方獻祭，「為要使以色
列人把他們在田野所獻的祭，帶到會幕門口耶和華
面前，交給祭司。」（利17:5）



在神所指定的地點獻祭 (17:1-9)
4. 祭司將按照神所指示的程序來獻祭：「把血灑在會

幕門口耶和華的壇上，把脂油焚燒，獻給耶和華為
馨香的祭。」（利17:6）

5. 對現代基督徒的意義：敬拜神除了要「用心靈和誠
實」（約4:24）之外，還必須遵照神的方法。會幕預
表耶穌基督，在會幕前獻祭，就是來到基督面前，
藉著耶穌來敬拜神。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因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
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血裡有生命，
所以能贖罪。（利17:11）

➢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
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來9:22）

➢獻祭的制度，是一條代贖的道路



基督的寶血
你們得贖…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
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
入聖所，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

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基督的寶血

o新約聖經特別強調耶穌為我們流血贖罪，稱為
「基督的寶血」（彼前1:19）。

o聖經說到「血」，是為了要強調耶穌是一個「祭
物」。耶穌是代罪的羔羊，他擔負我們的罪，為
我們而死。因他的流血犧牲，我們的罪才得到赦
免。



基督的寶血

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但卻為了世人的罪而受到
最殘酷的刑罰，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神恩典何其豐盛，他要叫普天下的人，不分男女，
不分種族，不分貴賤，凡是信耶穌的人都可以白
白得到救贖：「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弗1:7）



基督的寶血
o不但如此，因為耶穌是全然無罪，毫無暇疵的，所以他
一次獻上自己，就能永遠為人贖罪。

o凡是信耶穌的人，所有的罪都蒙神一次赦免，永遠赦免：
「並且不用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進
入聖所，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來9:22）



基督的寶血
o神說：「我把這血賜給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
命贖罪」。

o天父要賜給世人的禮物，就是「基督的寶血」。十字
架是耶穌基督的祭壇，他在十字架上犧牲自己，為我
們贖罪。

o主耶穌愛我們，凡是願意接受他為救主的，就可以靠
著耶穌的血脫離罪惡：「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
們脫離罪惡。」（啟1:5）



基督的寶血

o信主之後，我們與聖潔的神恢復交通，如同行在
光明中。

o靠著耶穌的寶血我們可以與神同行，並與信徒團
契：「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
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
罪。」（約一1:7）



基督的寶血
o在啟示錄中，約翰見到天上的異象，說：「有羔
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啟5:6）。

o將來天上將會有萬國萬民的大頌讚，唱歌讚美羔
羊的救贖之功：「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
卷，配揭開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
各族、各方、各民、各國中買了人來，叫他們歸
於神。”」（啟5:9）



基督的寶血
o「流血贖罪」是聖經中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利未記中的
獻祭制度所要表達的，就是「流血贖罪」的真理。

o這一切的制度，都是在預表耶穌基督。唯有藉著基督的
寶血，我們的罪才永遠蒙神赦免，得以隨時親近神，做
神的兒女，享受永生。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帶血的食物?

利未記的規定

使徒行傳，耶路撒冷會議的規定

耶穌的教導

保羅的教導

我們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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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可以吃血嗎？

使徒行傳 15:19-21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
歸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
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因為
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
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會堂
裡誦讀。



不可吃血！？
o在西方，許多人吃牛排喜歡半生的（有血），而中國人
的菜餚中也有些是有血的。一般市面上所買到的“紅肉
red meat”，多少都含有血。除非去買猶太人的kosher食
物（意為fit，指經過合宜處理的食物，特別是指肉類放
血放得很乾淨），否則總會有意無意的吃到血。

o利未記17章，神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都不可吃血」，若
有人吃血，神要「向他變臉，把他從民中剪除」。



不可吃血！？
o到了新約時代，吃血的禁令是否解除了？使徒行傳15章
記載了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外邦的信徒不需受割禮，
也不需遵守摩西的律法，唯一不可缺少的就是「禁戒偶
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四件事。

o這樣看來，即使到了新約時代，吃血的禁令尚未解除。



耶穌的教導
可是，耶穌曾經親口說過：「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
的乃能污穢人。」又說：「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
子裡，又落在毛廁裏麼？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來
的，這才污穢人。」（太15:11-18）

這樣看來，主耶穌並不在乎你吃了什麼，他所在乎的，
是你是否有一顆清潔的心。



使徒的教導
o保羅認為凡物都可吃，他說：「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
那軟弱的，只吃蔬菜。」又說：「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
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羅14:1-23）

o又說：「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謝著領受，就沒
有一樣可棄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o他甚至說，那些叫人禁戒食物的話是「鬼魔的道理」
（提前4:1-5）。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血？結論一
根據這些聖經的教導，我們做出以下的結論：

1. 舊約時代禁止吃血的原因，是因為要用血來贖罪。
神告訴以色列人「血裡有生命」，又說「我把這血賜給
你們，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

整個獻祭制度，是一個「代贖」的制度。獻上牲畜的血，
等於獻上了自己的生命，使罪得赦免。這一切的做法，
都在預表耶穌基督。耶穌來到人間，在十字架上捨身流
血，將自己獻為贖罪祭，完成了神對人類的救贖。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血？結論一
o禁止吃血的原因是因為要用血來贖罪，而贖罪的工作已
經由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o因此之故，血的禁令也就解除了，因為再也不需要有人
為了贖罪而流血了。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血？結論二
o2. 使徒時代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是新舊交接時的一
個臨時約法。那時各地的信徒多是猶太人，他們是絕對
不吃血的。因神的恩典，許多外邦人信主，湧入教會，
而他們並沒有這些飲食上的限制。

o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是猶太人不要勉強外邦人受割禮，
而外邦人也要尊重猶太人不吃血的規矩。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血？結論二
o在飲食上協調好了，教會裏的弟兄姊妹才能坐下來一起
用餐交誼。因此之故，這個「禁戒血，和勒死的牲畜」
的規定，只是教會成長時期的一個臨時約定，與現代信
徒無關。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血？結論三
o3. 根據以上的分析，再加上耶穌基督的教導和使徒保
羅的教導，我們的結論是：「基督徒不必因為吃帶血的食
物而不安」…但是要注意幾件事：

A. 注意到誰在旁邊：保羅說：「無論是吃肉，是喝酒，
是什麼別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羅
14:21）。吃血的問題是很有爭議性的，直到今日基督
徒仍有不同的看法。若是有人深信基督徒不可吃血，
你和他一起用餐，最好不要吃帶血的食物，免得他因
此而跌倒。



基督徒是否可以吃血？結論三
B. 注意到健康問題：從現代醫藥衛生的觀點來看，血是

不乾淨的東西，吃血可能對你的健康不利。血中常帶
有不明的雜質或病菌，少吃血比較安全。

C. 不要因血而涉入邪教：有些異教或邪教有飲血的儀式，
那些邪教徒特別喜歡吃有血的東西。若附近有這一類
的邪教，最好避免吃帶血的東西，以免無形之中與他
們認同。



性倫理 (利18:1-30)

1. 利未記的規定

2. 性關係的範圍

3. 不可效法

4. 不可亂倫

5. 不可污穢



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與摩洛

1. 什麼是摩洛 (molek)?

2. 什麼是經火?

3. 邪惡的迦南宗教



邪教
◦摩洛（molek）是迦南人所拜的一個邪神。

◦「使兒女經火」是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給摩洛。
當時迦南人的宗教極為邪惡，不但極其淫亂，尚有「使
兒女經火」的儀式。

◦神警告以色列人說：「你不可向耶和華你的神這樣行，
因為他們向他們的神行了耶和華所憎嫌所恨惡的一切事，
甚至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與他們的神。」（申
12:31）



邪教的影響
◦ 當時的迦南人喪心病狂，甚至會燒死自己的親生兒女獻給
摩洛。

◦ 以色列人立國以後，北國效法迦南人的行為，導致國家滅
亡：「效法周圍的外邦人，就是耶和華囑咐他們不可效法
的；離棄耶和華他們神的一切誡命，為自己鑄了兩個牛犢
的像，立了亞舍拉，敬拜天上的萬象，事奉巴力，又使他
們的兒女經火，用占卜，行法術賣了自己，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惡的事，惹動他的怒氣。」(王下17:15-17)



邪教的影響
◦南國猶大的亞哈斯王，也曾使兒子經火：「卻效法以
色列諸王所行的，又照著耶和華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
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兒子經火，並在邱壇
上、山岡上、各青翠樹下獻祭燒香。」（王下16:3-
4）

◦詩篇說到以色列人的悖逆：「把自己的兒女祭祀鬼魔，
流無辜人的血，就是自己兒女的血，把他們祭祀迦南
的偶像，那地就被血污穢了。」（詩106:37-38）



神為何逐出迦南人?

問題：神是否為了使以色列人有地居住而驅逐迦
南人?

當時的迦南人

◦他們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連地也玷污了

◦那地也吐出它的居民



神為何逐出迦南人?

有人對於以色列人進佔迦南時殺戮當地人這件事，
感到大惑不解：神不是慈愛的嗎？他怎麼可以為
了讓以色列人有地方住，就去殘殺當地無辜的百
姓呢？

利未記十八章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當時的迦
南人，是人類歷史上極為少見的邪惡民族。



神為何逐出迦南人?
利未記十八章所描述的各種亂倫行為，正是這些
迦南人所做的。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同性戀、與
獸淫合、使兒女經火等惡事。

神對以色列人說：「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邦，
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連地也玷污了，所
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它的居民。」
（利18:24-25）



神為何逐出迦南人?

因為迦南人極其邪惡，連地都玷污了，所以神藉
著以色列人的手施行審判，讓「那地也吐出它的
居民」。



神的律法

聖潔律

慈愛律

公義律



聖潔，慈愛，公義

利未記19章說是「選民生活指南」，可歸納為聖
潔、慈愛、公義三類律法：

1. 聖潔：守安息日，敬聖所，不可拜偶像，不
可交鬼，不可用法術，不可刺身，不可效法異教
徒的行為。



守安息日，敬聖所

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
(19:30)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
以致被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9:31)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又
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19:32)



不可攙雜

你們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與異類配合；
不可用兩樣攙雜的種種你的地，也不可用兩樣攙
雜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利19:19)

不可把兩樣種子種在你的葡萄園裡，免得你撒種
所結的和葡萄園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並用牛、
驢耕地。不可穿羊毛、細麻兩樣攙雜料做的衣服。
(申22:9-11)



聖潔，慈愛，公義

2. 慈愛：

◦不可割盡田角，要留糧食給窮人。

◦不可欺壓鄰舍，不可恨弟兄，要愛人如己。

◦要待外人如同本地人，因為你們也曾做過寄居者。



不可恨人，總要愛人如己

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
因他擔罪。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
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19:17-18)



愛寄居者如己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
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
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9:33-34)



聖潔，慈愛，公義

3. 公義：

◦審判不可偏袒

◦不可搬弄是非

◦與人交易，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瑪，公道升斗，公
道秤



甚麼才是公義的審判？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
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
舍。(19:15)



不可效法埃及人，不可效法迦南人

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
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裡人的行為也
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利18:3 ）



與萬民有分別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與萬民有分別的。
（20:24）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
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們作我的民。You are to be 
holy to me because I, the Lord, am holy, and I have 
set you apart from the nations to be my own.(20:26)



「與萬民有別」的實際面

•基督徒不涉足於聲色場合，飯前禱告，星期天做
禮拜。大多數的基督徒不抽煙，不賭博，不說髒
話，不與人同流合污…

•基督徒在生活上有許多與人不同之處，甚至會給
人一種「不合群」的印象。

•真的有此必要麼？能不能 relax 一點，和周圍的人
打成一片？



「與萬民有別」的實際面

•神在規定了生活的律法之後，做了一個結論：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
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們作我的民。」（20:26）

•神要他的子民眾不同，保持自己的獨特性。

•所謂「聖潔」，就是「分別」。沒有分別，就不
聖潔。基督徒的生活和不信主的人有所不同，這樣
才顯岀你是屬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