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课、旧约的纲领(四)–从摩西到撒母耳(二) 

 

你知道吗？ 

 

一 亚伦如何供祭司职分，维持神的见证？ 

二 简述五种基本祭物和意义。 

三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七族，在豫表上意义为何？ 

四 甚么是安息？为甚么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神才可能得着安息？ 

五 在士师时期紊乱的最主要原因是甚么？ 

六 撒母耳为何能取替命定的祭司？他如何结束士师时代？ 

 

课文 

 

贰 在亚伦看见祭司职分和祭物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出四 14，）在法老及百姓面前替摩西说话，是摩

西的代表。（四 16。）当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天之久，他为百姓铸了一只金牛

犊，而陷百姓于大罪之中。（出三二 1～6，21。）因摩西的代求，才免于被神

灭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立起来时，亚伦和他儿子们

受膏成圣，承受圣职，共行礼七天，（利八 33，）第八日正式献祭，（利九

1～22，）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维持神的见证。 

 

一 亚伦豫表基督为大祭司 

 

 亚伦豫表基督为大祭司。（来五 1～5。）基督作大祭司，不是自取，乃

是在乎向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祂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

软弱，祂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来四 15。）祂藉着

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便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来九 12 下。） 

 

二 供祭司的职分，维持神的见证 

 

 亚伦和他儿子们作祭司，首先要照管一切的祭物。（利六 8～七 34。）

所有的祭物都豫表基督对人不同方面的供应。就经历的观点来说，第一是赎愆



祭，第二是赎罪祭，第三是平安祭，第四是素祭，第五是燔祭。这些祭物中有

一部分是摇祭，有一部分是举祭。（利七 29～34。）祭司们必须照管这些祭

物。亚伦为百姓献上赎罪祭、燔祭，加上素祭和平安祭，豫表基督一面作了神

子民的赎罪祭；一面将神子民包括在祂里面，一同献给神为神而活；一面又带

领神子民在祂里面过生活，一同享受神人相安的快乐，来维持神的见证。 

 

三 各种祭物 

 

 因着堕落的罪人有五种光景：第一，不为神活着；第二，生活行为不彀正

确均匀；第三，与神之间出了事，不能相安；第四，本性有罪；第五，行为有

罪。所以基督作祭物来应付解决这五种需要。 

 

（1） 燔祭 － 表征基督在地为人，完全为神而活，无瑕无疵，把自己献给

神，成全了神的旨意，变成馨香之气，满足神的心意。结果使我们在祂里面，

藉着与祂联合，蒙神悦纳。（利一 1～17，来十 5～7，腓二 5～8。） 

 

（2） 素祭 － 表征基督的生活为人，都是正确适度，柔细均匀，清洁无罪，

成为馨香之气给神享受，也作了我们的食物，叫我们满足。（利二 1～16，太

十一 29，十二 19～20，来四 15。） 

 

（3） 平安祭 － 表征基督为我们受死流血，作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与交

通。一面作了神馨香的食物，一面作了我们的供应，使我们能与神共同享受基

督，在祂里面与神相安、相交，神人同得满足。（利三 1～17，西一 20～22，

罗五 1，林后五 18～20。） 

 

（4） 赎罪祭 － 表征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藉着受死定罪了罪，解

决了我们性情中的罪，使我们在本性上得着神的赦免。（利四 1～35，林后五

21，罗八 3。） 

 

（5） 赎愆祭 － 表征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

判，解决了我们行为上的罪，使我们在罪行上得着赦免。（利五 1～19，彼前

二 24，三 18，赛五三 5～6，10～11。） 

 

除了以上五种基本祭物之外，还有： 



 

（6） 摇祭 － 献祭时是以胸作摇祭。胸表明主的爱，摇表明复活，摇祭表征

在爱中复活的基督。（利十 15。） 

 

（7） 举祭 － 献祭时是以腿作举祭。腿是行动的能力，举祭表征在升天里有

能力的基督。（出二九 27。） 

 

（8） 奠祭 － 是在五种基本祭以外所附加的。（民十五 1～10，二八 7～

10。）献祭时是以酒为奠祭。奠祭表征基督成为献祭者的享受；这种祭使献祭

的人被基督这属天的酒所充满，甚至使他成为献给神的酒。（腓二 17，提后四

6。） 

 

参 在约书亚看见消灭仇敌，进入安息 

 

 神呼召的目的不仅要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要带他们进入迦

南流奶与蜜之地。（出三 8，10，17。）在豫表上，带以色列人进入美地，表

明把人带到基督里，就是迦南美地所豫表那包罗万有的人位里，今天基督乃是

流奶与蜜的美地。 

 

 然而，以色列人虽然因着逾越节蒙了救赎，脱离了埃及的暴虐，并被带到

神的山，接受神居所 － 帐幕 － 的启示，但他们因着恶行和不信，几乎全数在

旷野倒毙，无法达到这个目标。（来三 7～19。）甚至摩西因着在加低斯举

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民二十 11，）违反了神的经纶，而被禁止带领以色

列人进入美地，（民二十 12，）至终死在旷野。（申三四 5。） 

 

 神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要他起来和众百姓过约但河，往

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书一 2，6。）于是约书

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

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书十一 23。） 

 

一 消灭仇敌 － 迦南七族 

 

 在迦南地住有七族的人，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

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申七 1。）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他们在约



书亚的带领下，打败迦南七族的人，就是霸占那地的仇敌。这些仇敌豫表空中

执政的、掌权的，（弗六 12，）企图拦阻我们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当以色列

人吃逾越节的羊羔时，埃及人就受到对付。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他们不

是和埃及人争战，而是与那地的列族争战。在豫表里，这些列族是指黑暗的邪

恶权势，邪恶的统治者、执政者，以及空中的掌权者。这些霸占诸天界的权

势，设法阻挠我们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因此，要享受基督所包罗的丰

富，我们必须打败诸天界里执政的、主治的、有能的和掌权的。 

 

二 进入安息 

 

 根据圣经，真正的安息乃在于人能彰显神，并代表神。当以色列人在约书

亚带领下，进入美地，打败仇敌，在美地上定居生活，使圣殿得以建造，使神

能得着彰显，也得着代表。当神得着彰显并得着代表时，神人就都得满足，那

是真正的安息。 

 

肆 在士师时代看见紊乱和复兴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先知撒母耳，就是到大卫作以色列全国的王为

止，（撒下五 3～4，）约有四百五十年（徒十三 17～20，参士十一 26，王上

六 1。）这段时期的大部分，可称为士师时代。在这时代内，以色列人因为不

能驱尽、灭尽留在迦南地的七族，必然的结果就是：渐渐离弃神，随从外邦的

风俗，与外邦人通婚，又拜别神。所以神照着祂以前多次警告的话，把他们交

在外邦人手中。但他们一悔改，神就俯允他们的祷告，藉着士师拯救他们。以

色列人离弃神，然后悔改，蒙神拯救，再离弃神。这样循环重复有七次之多。 

 

 在士师记中所题的士师有十三位：俄陀聂，（三 9，）以笏，（三

15，）珊迦，（31，）底波拉，（四 4，）巴拉，（四 6，）基甸，（六

12，）陀拉，（十 2，）睚珥，（十 3，）耶弗他，（十二 7，）以比赞，（十

二 8，）以伦，（十二 11，）押顿，（十二 14，）参孙。（十五 20。）此外，

在士师时期中还有其他的士师，只是在本书中没有题名，以利，（撒上四

18，）撒母耳，（撒上七 13，）约珥和亚比亚（撒上八 2）都是例子。 

 

一 紊乱 

 



 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为业之后，没有听从神的话，赶出灭尽所有留在迦南

地的七族，（士一 27～36，）结果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

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事奉他们的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

事。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神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

他们交与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

往何处去，神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就是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他们也不肯听从，

反而随从列族去叩拜别神，行了邪淫，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他们行恶比他

们的列祖更甚，而且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这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满了背叛

神、拜偶像、（士十七～十八、）内战、（士九、）支派间的对立和争执、

（士二十～二一、）淫乱、（士十九、）污秽、残酷的杀戮，种种恶行，并且

各人任意而行。（士十七 6，二一 25。）这也是一段惨痛的时期。以色列人因

着不信，以致倒毙旷野，在旷野飘流了四十年之久。（来三 7，19。）他们进

迦南以后，因离弃神、拜偶像所带来的失败、灾祸，则不只是四十年，甚至是

十倍于四十年。 

 

二 复兴 

 

 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的离弃神，随从外邦风俗，叩拜别神。但只要他们一悔

改，神就俯允他们的祷告，藉着士师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在神的恩典和信

实里，只要以色列人真心悔改，向神呼求，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

甚至七次背叛，七次被奴，七次悔改，七次蒙拯救。 

 

 神兴起的士师，有的出身贫寒微小，像基甸在玛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

的，在父家是至微小的；（士六 15；）有的是女子，像底波拉；（士四 4；）

有的是妓女的儿子，像耶弗他；（士十一 1；）也有志愿奉献的拿细耳人，像

参孙。（士十三 3～5。）但都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士三 10，六

34，十一 29，十三 25，十四 6，19，十五 14，）他们就胜过强盛的仇敌，作了

以色列人的拯救者。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

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四 6。） 



 

 神为以色列人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神拯救

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样一直到了撒母耳被神兴起，才结束了士师时代。 

 

伍 在以利看见祭司职分的败落 

 

 以利是士师也是祭司，（撒上四 18，一 9，）当神的约柜在示罗时，他

在神前尽祭司的职分。他曾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祝福生子。（撒上一 17。）当

撒母耳还是孩子时，就在他面前学习事奉耶和华。（撒上二 11。） 

 

 以利有两个儿子 － 何弗尼、非尼哈，两人都是恶人；他们是祭司，但却

不认识耶和华。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他们的仆人就来，手拿三齿叉

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他们都取去。他们

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因此，他们的罪在神面前甚重，（撒上二 12～17，）甚至

神想要杀他们（。撒上二 25。） 

 

 以利纵容他的两个儿子，将神百姓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因为他尊重他的

儿子过于尊重神。（撒上二 29。）他知道他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

（撒上三 13。）所以神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

不能得赎去。”（撒上三 14。） 

 

 当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神就使祂的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儿子

被杀。（撒上四 11。）以利一听神的约柜被掳，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

旁折断颈项而死。（撒上四 18。）从神立撒母耳为先知，（撒上三 20，）到以

利死去以后，祭司就不再占有重要地位，而由先知取而代之。 

 

陆 在撒母耳看见拿细耳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

代，作了先知为神说话 

 

一 拿细耳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 

 

 在民数记第六章神给了摩西一篇补充。这篇补充是神为了防止祭司职分的

堕落，而给的特别规定。神从前只选立、指派利未支派的亚伦家为祭司，其他

在帐幕中服事的利未人都不是祭司。 



 

 原来神的意愿，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然而，因着以色列人

的失败，神就拣选了利未的支派，代替以色列人的祭司国度。但并非整个利未

支派，都是神所拣选的，只有亚伦的家被选任为祭司。但是，到了以利两个儿

子的时候，亚伦家完全堕落了。（撒上二 12～17。）这种光景神早就豫先看见

了，所以除了指派亚伦家为祭司以外，祂在民数记第六章豫备了一篇补充。这

篇补充是为了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当亚伦家失败时，这个补充就实用了。 

 

 拿细耳人的原则，就是自愿奉献。这不是神指派、命定或拣选的，而是自

愿将自己献上给神。在以利的时代，就祭司职分而论，神是被撇在贫穷的境

地；所以哈拿将撒母耳借给神。祂对神说，若是神给她一个儿子，她要将这个

儿子借给神。（撒上一 11，归与原文有出借之意。）在不正常的情形里，神在

祂的行政里遭受贫乏的时候，需要有人自愿的把自己借给神。 

 

 撒母耳本属利未支派（代上六 33～38，）住在以法莲地。（撒上一 1～

2。）他不是亚伦家的人，但他因着奉献，分别为圣借给神而成为一个祭司。撒

母耳成为祭司，是经由边门，不是经由正门进来的。他作祭司是按照民数记第

六章的补充，而不是按照神的选派或命定。他藉着拿细耳人的原则，成了自愿

奉献者，而取代了命定的祭司。 

 

二 结束了士师时代 

 

 撒母耳不仅是祭司，还是士师。所有的士师都是在掌权的一条线上。他是

一个有祭司职分，且在掌权地位上的人。他在这地位上，把那个时代转入国度

时代，而结束了士师时代。 

 

三 作了先知为神说话 

 

 撒母耳也是先知，为神说话。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耶和华

与他（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

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

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 

 

 撒母耳有祭司的职分，和掌权的地位，且有先知的职分。藉着他，堕落时



代转入了国度时代。撒母耳能彀这样为神使用，乃在于他是藉着拿细耳人的原

则，作为一个自愿奉献者，而进到了神行政里面。 

 

摘要 

 

 从摩西到撒母耳，亚伦是第二个重要人物。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祭司的职

分和各种的祭物。后在约书亚身上，看见神的大能消灭迦南地的仇敌，而将祂

的选民带进美地的安息。再后在士师时代，看见神选民因离弃神而有的紊乱，

和他们因归向神而得的复兴。继之在以利身上，看见祭司职分的败落。最后在

撒母耳身上看见，拿细耳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

代，作了先知为神说话，而带进了君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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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消灭仇敌 － 迦南七族 

  二 进入安息 

 

肆 在士师时代看见紊乱和复兴 

  一 紊乱 

  二 复兴 



 

伍 在以利看见祭司职分的败落 

 

陆 在撒母耳看见拿细耳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

代，作了先知为神说话 

  一 拿细耳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 

  二 结束了士师时代 

  三 作了先知为神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