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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作我們贖罪祭的啓示、珍賞與應用  

讀經：利四 1～35，六 25～27，約一 29，三 14，羅八 3，林後五

21，約壹一 5～9 

週 一 

壹 單數的罪是指我們性情裏內住的罪（羅八 3，林後五

21，來九 26），而複數的罪是指罪的行爲，就是內住

之罪的果子（賽五三 5上，林前十五 3，彼前二 24，

來九 28）： 

一 魔鬼撒但是罪的源頭—結二八 16～17，約八 44，參林後十

二 7，彼前五 8、5，腓二 8，約十四 30： 

1 由於人的墮落，撒但的個格與人的魂成爲一，並且撒但

被接受到人的身體裏，成爲罪，就是在人肉體肢體裏

作工的惡—創三 1、4～5，羅五 12、19 上，七 18 上、

14 下、17、20～21。 

2 因爲魔鬼是罪人的父，說謊者的父，所以罪人是魔鬼的

兒女—約八 44，約壹三 10。 

3 我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母腹裏就有在亞當裏的罪，生

來就有蛇的毒，使我們成爲蛇類，毒蛇之種—詩五一

5，約九 34，太二三 33，三 7。 

二 罪是那惡者撒但的邪惡性情；撒但藉着亞當的墮落，已

經將他自己注射到人裏面，如今成了罪的性情，作爲律

在墮落的人裏面居住、行動並作工—羅五 12、21，六 14，

七 11、17、20。 

三 罪就是不法—約壹三 4，帖後二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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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無意中犯了罪（利四 2），表徵在我們墮落性情裏的

罪，就是從撒但藉着亞當進到人類裏面內住的罪（羅

五 12），使我們無意中就犯罪（七 19～20）： 

一 這罪在羅馬七章是人位化的（見 8 節註 1），乃是撒但邪

惡的性情，甚至就是撒但自己，住在我們墮落的肉體裏

（17～18 上、20、23）；旣然我們的肉體與罪是一（八 3），

我們出於肉體所作的，不論善惡，就都是罪。 

二 不僅如此，因爲肉體是指墮落的人（創六 3，羅三 20），

所以每一個墮落的人都是罪（林後五 21 與註 2）。 

週 二 

三 贖罪祭（利四 1～35）表徵基督替我們成爲罪，在十字

架上藉着死定罪了罪（1～3、13～14、22～23、27～28，羅

八 3）： 

一 話就是神，化身成爲肉體，有罪之肉體的樣式，也就是

有墮落之人的樣式—約一 1、14，羅八 3： 

1 雖然基督僅僅有墮落之人的樣式，然而祂在十字架上

時，神把那個樣式算作真實的—林後五 21。 

2 因着罪、舊人、撒但、世界以及這世界的王，都與肉體

是一，當基督在肉體裏受死時，罪就被定罪（羅八 3），

舊人被釘十字架（六 6），撒但被廢除（來二 14），

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也被趕出去（約十二 31）。 

3 因此，藉着基督在肉體裏的死，一切消極的事物都受了

對付；這就是贖罪祭的功效— 一 29。 

二 藉着基督在蛇的形狀裏受死，那在人的肉體裏之撒但的

邪惡性情就在十字架上受了審判，使信徒可以得着永遠

的生命—三 14～16，一 14，羅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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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督是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祂裏面

成爲神的義—林後五 21。 

週 三 

肆 我們重生後，仍需每天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約

壹一 8，出二九 35～36），並作我們的贖愆祭（約壹一

9）： 

一 按手在供物頭上，表徵獻祭者與供物聯結—利四 4、15、

24、29、33。 

二 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意思是墮落之人性情中的罪

被定罪（羅八 3），我們的舊人被對付（六 6），撒但這

罪的本身被廢除（來二 14），世界受審判，世界的王被

趕出去（約十二 31）： 

1 『世界的王』這辭裏的『王』，含示權勢或權力，以及

爭奪權力—路四 5～8，參太二十 20～21、24，約三 9。 

2 爭奪權力是肉體、罪、舊人、撒但、世界和世界之王的

結果，結局—加五 16～17、24～26。 

3 罪包括爭權，罪的律是與神相爭的自動能力、力量和動

力—羅七 23，八 2。 

週 四 

三 藉着我們與那是光的神（約壹一 5，西一 12）有真實、

親密、活潑、愛的交通，我們就看見自己是有罪的（約

壹一 5～9），而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 

1 我們越愛主並享受祂，就越認識我們是多麼邪惡—賽六

5，路五 8，羅七 18。 

2 領悟我們有罪的性情，並取用基督爲我們的贖罪祭，就

使我們受審判並被降服，這樣的領悟保守我們，因爲

這使我們對自己沒有任何信心—腓三 3，參出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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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該從大衞的經歷中學習不要對自己有絲毫的信

心—詩五一。 

4 神用苦痛的方法讓我們失敗，給我們看見我們是多麼可

怕、醜陋和可憎，使我們棄絕一切出於己的，完全倚

靠神—參利六 28，申八 2，路二二 31～32，羅八 28。 

週 五 

四 我們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就是絕對爲着神的一位，

我們纔知道自己是何等有罪，而能享受基督作我們的贖

罪祭—利六 25～27： 

1 人是神所造的，目的是要彰顯神並代表神，不該爲着神

以外的事物，乃該絕對爲着神—創一 26，賽四三 7。 

2 凡我們出於自己所作的，無論是好或壞，都是爲自己作

的；旣是爲自己作而不是爲神作的，在神眼中都是有

罪的： 

a 我們若爲着自己而事奉主，這乃是罪—民十八 1，

王下五 20～27，太七 22～23。 

b 我們若宣揚自己，這乃是罪—林後四 5。 

c 我們行義，就如施捨、禱告、禁食，若是爲着自己，

好表現並炫耀自己，這乃是罪—太六 1～6。 

d 我們愛別人若是爲着自己—爲着我們的名聲、地

位、利益和驕傲—這乃是罪—路十四 12～14。 

e 我們養育兒女若是爲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未來，這

乃是罪—參林前七 14。 

週 六 

伍 贖罪祭的血有四種功效： 

一 有些血被帶進會幕，在耶和華面前對着至聖所的幔子彈

七次（利四 5～6、16～17），表徵基督的血已被帶到諸天

之上的至聖所裏，使我們得救贖（來九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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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些血被抹在香壇的四角上（利四 7 上、18 上），表徵

基督之血的救贖是有功效的，使我們藉着在禱告中接觸

神，而被帶到神面前（來十 19）。 

三 有些血被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利四 25 上、30 上、34

上），表徵基督的血爲着救贖我們是有功效的（弗一 7，

彼前一 18～19）。 

四 其餘的血倒在燔祭壇的基部（利四 7 下、18 下、25 下、

30 下、34 下），表徵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倒出，使我們

的良心平安，向我們保證我們得神救贖並蒙神悅納（來

九 14）。 

陸 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在肉體中定罪了罪，結果我們

就能不照着肉體，只照着靈而行—羅八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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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羅五 12 這就如罪是藉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着罪

來的，於是死就徧及眾人，因爲眾人都犯了罪。 

詩五一 5 看哪，我是在罪孽裏生的，我母親在罪中懷了我。 

林前十五 3 我從前所領受又傳與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

照聖經所說，爲我們的罪死了。 

新約用單數的罪和複數的罪說到罪的問題。單數的罪是指

內住的罪，是從撒但藉着亞當進入人類裏面（羅五 12），這是

羅馬書第二段，五章十二節至八章十三節（七章五節除外，那

裏是說到諸罪）所對付的。複數的罪是指罪的行爲，卽內住之

罪的果子，是羅馬書第一段，一章十八節至五章十一節所對付

的。然而，約壹一章七節單數的罪連同形容詞『一切的』，不

是指內住的罪，乃是指我們重生後所犯的每一個罪（10）。 

約壹一章八節……是說到內住的罪，就是我們與生俱來的

罪。這是羅馬五章十二節所說的罪。我們若說我們得救重生後

就沒有罪，便是自欺。雖然我們得救重生了，也尋求主、愛主、

與祂有交通，但我們仍有罪住在裏面。這是事實，我們若否認，

真理就不在我們裏面。 

約壹一章九節……是指承認我們重生以後的罪行，不是指

承認重生以前的罪行。這節的『罪』（原文，複數）是指罪行

（利未記生命讀經，一九三至一九四頁）。 

信息選讀 

因爲魔鬼是罪人的父，所以罪人是魔鬼的兒女（約壹三 10）。

魔鬼是那古蛇（啓十二 9，二十 2），罪人也是蛇類，毒蛇之種（太

二三 33，三 7）。因此，罪人需要主在蛇的形狀裏，爲他們在十字

架上被舉起來（約三 14），不只救他們脫離罪，也救他們脫離罪的

源頭，魔鬼（來二 14）（聖經恢復本，約八 44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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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羅馬五章十一節爲止，這卷書已經對付過複數的罪；從十二

節起，開始對付單數的罪。五至八章，似乎把『罪』人位化了。罪

不僅是行爲，乃是像一個人，能進入（五 12），作王（21），在人

身上作主（六 14），誘騙並殺死人（七 11），住在人裏面，叫人

作自己所不願意的（17、20）。罪是活的（9），而且非常活躍，

所以罪必是那惡者撒但的邪惡性情。撒但藉着亞當的墮落，已經將

他自己注射到人裏面，如今成了罪的性情，居住、行動並作工在墮

落的人裏面。這單數、內住、人位化的罪性，是一切複數、外面罪

行的根源（羅五 12 註 1）。 

不法〔約壹三 4〕，卽沒有律法。不是指沒有摩西的律法（參

羅五 13），因爲在頒賜摩西的律法以前，罪已經在世界上了。這裏

的沒有律法，是指沒有或不在神管治人的原則之下。行不法就是在

神管治人的原則以外，不在這原則之下過生活。所以不法就是罪，

或者反過來說，罪就是不法（約壹三 4 註 3）。 

犯了罪〔利四 2〕，或，有了過錯，作了錯事。這裏無意中犯

了罪，表徵在我們墮落性情裏的罪，就是從撒但藉着亞當進到人類

裏面內住的罪（羅五 12），使我們無意中就犯罪（七 19～20）。這

罪在羅馬七章是人位化的（見 8 註 1），乃是撒但邪惡的性情，甚

至就是撒但自己，住在我們墮落的肉體裏（17～18 上、20、23，與

18 註 2）。旣然我們的肉體與罪是一（八 3），我們出於肉體所作

的，不論善惡，就都是罪。不僅如此，因爲肉體是指墮落的人（創

六 3，羅三 20），所以每一個墮落的人都是罪（林後五 21 與註 2）

（利四 2 註 1）。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八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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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羅八 3 律法因肉體而輭弱，有所不能的，神，旣在罪

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着罪，差來了自己的兒

子，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 

林後五 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們成爲罪，好叫我們在

祂裏面成爲神的義。 

贖罪祭表徵基督是爲着神子民之罪的供物。……我們的罪（單

數）由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所對付（利四，羅八 3，林後五 21，來

九 26）；我們的諸罪（複數），過犯，由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所擔

負（利五，賽五三 5～6、11，林前十五 3，彼前二 24，來九 28）。

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罪的總和—內在的罪與外在的諸罪（賽五三

10，約一 29）。 

話就是神，化身成爲肉體，有罪之肉體的樣式，也就是有墮落

之人的樣式（約一 1、14，與 14註 2一段，羅八 3 與註 3）。基督

在肉體裏被釘十字架，且在肉體裏死了（彼前三 18 下）。雖然基

督僅僅有墮落之人的樣式，然而祂在十字架上時，神把那個樣式算

作真實的。因着罪、舊人、撒但、世界以及這世界的王，都與肉體

是一，當基督在肉體裏受死時，罪就被定罪（羅八 3），舊人被釘

十字架（六 6），撒但被廢除（來二 14），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

王也被趕出去（約十二 31）。因此，藉着基督在肉體裏的死，一切

消極的事物都受了對付。這就是贖罪祭的功效（聖經恢復本，利四

3 註 4）。 

信息選讀 

約翰一章十四節說，『話成了肉體。』這裏的肉體是甚麼意思？

按整卷約翰福音來看，十四節的肉體是指墮落、有罪的人。神，就

是話，成了墮落、有罪的人，但只有其樣式。保羅在羅馬八章三節

把這點說得很清楚。他在那裏告訴我們，神『在罪之肉體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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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差來了自己的兒子』。這證明約翰一章十四節的『肉體』乃

是罪的肉體。成爲肉體的意思是神成爲罪人的樣式。雷黎博士（Dr. 

Ryrie）在這節的註解裏說，『耶穌基督是獨一的，因爲祂從永遠

就是神，卻在成爲肉體裏使自己與有罪的人性聯合。』 

銅蛇的豫表（三 14，民二一 4～9）指明基督所有的，並不是罪

的肉體，只是罪之肉體的樣式。以色列人在曠野時犯罪得罪神，爲

火蛇所咬，瀕臨死亡。那時，在神眼中，他們已經是死的。神囑咐

摩西舉起銅蛇，叫銅蛇替他們受神的審判；他們仰望那銅蛇，就得

救而活了。銅蛇是他們的救主。這乃是豫表。在約翰三章十四節，

主耶穌將這豫表應用到自己身上，表明當祂在肉體裏時，用保羅的

話說，祂乃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就是銅蛇的形狀裏，有蛇形而

無蛇毒。基督成爲罪之肉體的樣式，卻與肉體的罪無分無關（林後

五 21，來四 15）。銅蛇是基督作我們救主的豫表。『摩西在曠野

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入祂的都得永遠的生

命。』（約三 14～15） 

新約強調一個事實，就是基督是在肉體裏被釘十字架，是在肉

體裏死的。祂是在神所定罪的肉體裏死的。羅馬八章三節說，

『神……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着罪，差來了自己的兒子，就

在肉體中定罪了罪。』主耶穌在肉體中被釘十字架的時候，神就在

肉體中定罪了罪。罪不僅是一件事，乃是一個人位；這人位需要被

定罪。藉着主在十字架上的死，神就在肉體中定罪了罪。這就是說，

當肉體被釘十字架時，肉體中的罪就被定罪了（利未記生命讀經，

二○○至二○二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八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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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約壹一 8～9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

我們裏面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

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 

利四 3～4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就當爲他所犯的

罪，把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牛犢獻給耶和華作贖

罪祭。他要……按手在牛的頭上……。 

我們單數的罪，就是在我們性情裏內住的罪（羅七 17），已經

藉着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利四，賽五三 10，羅八 3，林後五 21，

來九 26）解決了。我們複數的罪，就是我們的過犯，也已經藉着基

督作我們的贖愆祭（利五，賽五三 11，林前十五 3，彼前二 24，來

九 28）解決了。我們重生以後，還需要接受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

如約壹一章八節所指明的，以及贖愆祭，如九節所指明的（利未記

生命讀經，一九四頁）。 

按手在贖罪祭上（利四 4、15、24、29、33），表徵獻祭者與

供物聯結（林後五 14）（聖經恢復本，利四 4註 1）。 

信息選讀 

按人的觀念，肉體可能看起來很好，也可能很壞。但不管我們

是好、是壞，或是不好不壞，只要我們是肉體，我們就是罪。肉體

與罪完全是一（羅八 3），罪與撒但也完全是一。事實上，罪就是

撒但。不僅如此，撒但與世界是一，世界與世界的王也是一（約十

二 31）。這五樣乃是一件東西：肉體、罪、撒但、世界、世界的王

（權柄或權勢）。 

今天的世界是與肉體、罪、撒但、世界的王關聯着的。這裏的

『王』含示權柄或權勢。世界實際上是爲權勢而爭。每個人、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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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都在爭權奪勢；到處都在爲權力而爭競、敵對。……爭權乃是

肉體、罪、撒但、世界、世界的王所產生的結果。 

撒但是世界的王，撒但甚至爲此而驕傲。以賽亞十四章啓示，

他雖然與神接近，卻不以爲滿足。他想要在神之上，至少與神不相

上下。所以，當聖經定罪罪的時候，就定罪了撒但，也定罪了肉體、

世界和爭權。 

贖罪祭也表徵，神，旣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並爲着罪，差來

了自己的兒子，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在肉體中定罪了罪（羅八 3）。

基督成爲肉體，也就是在罪之肉體的樣式裏而來（約一 14）。不僅

如此，神使基督，那不知罪的，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成爲罪（林後五

21）。當基督在十字架上時，祂是爲我們的罪在蛇的形狀裏受了審

判（約三 14）。這樣，神就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在肉體中定罪了

罪。……贖罪祭的功效不僅在於牠對付罪的事實。牠的結果遠超於

此。在贖罪祭中，那包含在基督肉體中墮落的人，舊人，也受了對

付（羅六 6）；那在墮落之人性情中的罪也被定了罪（八 3）；撒

但，罪的本身，也被廢除（來二 14）；世界受了審判；這世界的王

也被趕出去（約十二 31）。這是聖經中對贖罪祭之功效的啓示。 

保羅在對付罪時，至終摸到更深的事—不僅摸到罪本身，更摸

到罪的律（羅七 25，八 2）。……罪的律就是那與神相爭，自然而

有的權能、力量和能力。……甚麼時候只要我們有一點爲着神的念

頭，我們裏面就有個東西升起來勝過我們。這就是罪的律。……這

使〔保羅〕成了一個苦惱的人（七 24）。這就是罪的律，這是罪的

更深意義。……我們不該膚淺的，乃該更深的以基督爲我們的贖罪

祭。這會使我們整個人得到重造（利未記生命讀經，二○六至二○

九、二一六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十九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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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週四 

晨興餧養 

約壹一 5 神就是光，在祂裏面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祂

所聽見，現在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7 但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

交通，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 

 

利未記一章一節至六章七節五種祭的次序，乃是約壹一章裏之

次序的圖畫。燔祭、素祭以及平安祭，把我們帶進與神的交通裏

（3）。藉着與那是光的神交通（5），我們便看見自己是有罪的，

我們裏面有罪，外面有諸罪。因此，我們重生後，仍需取用基督作

我們的贖罪祭，如八節所指明，並作我們的贖愆祭，如九節所指明

（聖經恢復本，利四 3註 4）。 

信息選讀 

以基督爲贖罪祭是很深的。我們對贖罪祭的經歷，完全與我們

享受主耶穌作我們的燔祭有關。我們越愛主並享受祂，就越認識自

己是多麼邪惡。有時，當我們愛主到極點，就會感覺沒有地方隱藏

自己。保羅對自己就有這樣的領會。當他尋求主的時候，他看見在

自己裏面沒有善。 

藉着享受主作燔祭和素祭，我們就看見我們是有罪的。所以我

們以祂作贖罪祭，然後以祂作贖愆祭，這就是我們在約壹一章所看

見的。我們在神聖的交通裏享受三一神時，就曉得自己裏面仍然有

罪，外面仍然犯罪。然後我們接受寶血的洗淨。這成了循環。我們

越被洗淨，就越進入與三一神的交通；我們越享受這交通，就越蒙

光照；我們越蒙光照，就越看見自己是有罪的，甚至就是罪的本身。

我們就是藉着這個循環，蒙拯救脫離自己。實際上，我們是蒙拯救

脫離罪、肉體、撒但、世界、世界的王和爭權。我們越享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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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少與神爭權。至終，我們會把每一寸地位都讓給祂（利未記生

命讀經，二二二至二二四頁）。 

聖靈對於信徒得救後的第一步工夫，就是要帶領他認識他的自

己，好叫他順着神的旨意，棄絕一切從自己來的，而完全依賴神。

但是，這是何等的難呢！認識自己是何等的令人沒有光榮呢！棄絕

自己是何等的使人難受呢！信徒不認識自己，也不欲認識自己。因

着不認識的緣故，就以爲自己是可靠的。因着不欲認識的緣故，就

叫聖靈不能在神的亮光中將他的真相啓示給他看。所以，神就不得

已要用更苦痛的方法使信徒自知。這個方法，就是任憑信徒失敗。 

有時當信徒在靈程上稍微進步的時候，以爲自己現今已經得

勝、成聖了；但是，正當他們自滿的時候，神卻讓他們失敗、犯罪，

一如別人一般，或者比別人還要厲害，好使他們知道他們自己並不

比別人好（倪柝聲文集第一輯第八册，四七至四八頁）。 

我們如果沒有藉着羅馬七章的經歷，看見自己的失敗，我們就

不能得勝。你作基督徒這麼多年，主爲甚麼讓你常常跌倒？你要知

道主有頂好的意思，主的意思就是要叫你看見你不能。得救之前，

你不能作好，得救之後，你也不能作好。主要你說，『我不能。』

這樣你就差不多了（倪柝聲文集第二輯第二十二册，二四八頁）。 

參讀：詩篇生命讀經，第二十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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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週五 

晨興餧養 

利六 25  你要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贖罪祭的條例乃是

這樣：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在耶和華面前宰

贖罪祭牲；這是至聖的。 

太六 1、3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你們的義行在人前，故意

叫他們注視；不然，在你們諸天之上的父面

前，你們就沒有賞賜了。……但你施捨的時

候，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要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贖罪祭牲（利六 25）。這指明贖罪祭

乃是基於燔祭，表徵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乃是基於祂作燔祭。基

督必須是燔祭，使神滿足，纔彀資格作我們的贖罪祭。 

我們聽到福音而悔改之後，就曉得自己是有罪的。但是直到我

們享受了基督作我們的燔祭，纔知道我們是何等有罪。燔祭的意思

是，神所創造，爲着彰顯祂並代表祂的人類，不該爲着神以外的事

物，乃該絕對爲着神。……只有當我們享受基督作我們的燔祭時，

我們纔知道自己是何等有罪（利未記生命讀經，二一九頁）。 

信息選讀 

我們若瞭解自己何等有罪，就曉得我們的愛和我們的恨一樣，

都可能有罪。按倫理說，恨人是錯的，愛人是對的。我們可能以爲

在神眼中，愛人是蒙悅納的，恨人是不蒙悅納的。但在神眼中，我

們都不是爲神，乃是爲自己而恨人，也是爲自己而愛人。從這觀點

來看，愛人和恨人都一樣有罪。……只要你是爲自己作的，都有罪。 

神……創造我們並不是爲着我們自己，但我們向祂獨立而活。

我們恨人，是向神獨立；我們愛人，也是向神獨立。這就是說，在

神看來，我們的恨和我們的愛都是一樣的。……不僅如此，我們的

恨與愛都不是出於我們的靈，而是出於我們的肉體，出於善惡知識

樹。善惡知識樹表徵撒但。……行惡和行善都可能是出於撒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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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必須知道，我們出於自己所作的，無論好壞，都是爲自己作的；

旣是爲自己作的，就是罪。……我們愛人，可能是爲着自己—爲着

自己的名聲、地位、利益和驕傲。……我們這些作父母的基督徒對

兒女的愛，……也可能是在肉體裏。新約囑咐我們要在主裏養育我

們的兒女。但我們可能是爲着自己和將來而養育兒女。這就是罪。 

卽使在召會生活中，我們行事也可能不是爲神而是爲己。我們

可能作了很好的事，但深處隱藏的動機卻是爲着自己，那就是罪。

譬如，在作見證或禱告時，我們可能想要人人都對我們說『阿

們』。……這樣的禱告是有罪的，因牠不是絕對爲着神。 

因着我們作屬靈的事時，可能有隱藏的動機，主耶穌曾說到一

些人，表面上是爲神作事，實際上是爲着高舉自己。所以，主說，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你們的義行在人前，故意叫他們注視。』（太

六 1 上）論到施捨，祂說，『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3）

論到禱告，祂接着說，『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

因爲他們愛站在會堂裏，並十字街口禱告，爲要叫人看見。』（5

上）論到禁食，祂說，『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面帶愁容，像那假

冒爲善的人一樣；他們把臉裝得難看，爲要叫人看出他們在禁食。』

（16 上）我們卽使在行義、施捨、禱告、禁食時，也可能與神爭權。

在神眼中，行這些事爲自己而不爲神，乃是罪（利未記生命讀經，

二一九至二二二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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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週六 

晨興餧養 

利四 4～6 他要牽公牛到會幕門口、耶和華面前，按手在

牛的頭上，把牛宰於耶和華面前。受膏的祭司

要取些公牛的血，帶到會幕裏，把指頭蘸於血

中，在耶和華面前對着聖所的幔子彈血七次。 

 

贖罪祭要宰於耶和華面前（利四 4、15、24）。這表徵基督作

贖罪祭，宰於神前，是神所認可的（賽五三 10上）。 

贖罪祭的血有四種不同的功效（利未記生命讀經，二一一頁）。 

信息選讀 

贖罪祭的血有些被帶進會幕，對着至聖所的幔子彈七次（利四

5～6、16～17），表徵基督的血已被帶到諸天之上的至聖所裏，使我

們得救贖（來九 12）。基督的血在至聖所裏，遮蓋我們與神之間的

光景。 

有些血被抹在香壇的四角上（利四 7 上、18 上），表徵基督

之血的救贖是有功效的，使我們得以在禱告中接觸神（來十 19）。

這是我們需要藉着血禱告，藉着血在禱告中接觸神的原因。 

有些血被抹在燔祭壇的四角上（利四 25 上、30 上、34 上），

表徵基督的血爲着救贖我們是有功效的。作贖罪祭之基督的血，把

我們帶到神面前，就是帶到至聖所裏面；這血給我們地位和權利，

在禱告中接觸神；並且這血爲着我們的救贖是有功效的。 

其餘的血倒在燔祭壇的基部（7 下、18 下、25 下、30 下、34

下），表徵基督的血在十字架上倒出，使我們的良心平安，向我們

保證我們得神救贖並蒙神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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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贖罪祭，若有一些血帶進會幕，在聖所遮罪，這祭物就

不可喫，必用火焚燒。』（六 30）這裏所題的遮罪，是在至聖所裏

完成的（十六 27）。這表徵基督作贖罪祭，在十字架上對付了我們

的罪和有罪的性情，爲我們完成了神的救贖，這完全是爲着神的享

受，我們沒有分。 

關於基督作贖罪祭，有一分是單單給神的，有一分是給我們有

分的。上好的一分是給神享受的。神使基督爲罪人遮罪，在這事上

我們無分。……然而，我們傳揚基督，將祂當作贖罪祭供應給人的

時候，就能有分於祂。因此，神有祂的分，我們也有我們的分。 

這些關於贖罪祭的規則，稱爲『贖罪祭的條例』〔六 25〕。

這指明甚至在享受基督的事上，我們也必須遵循所有在生命裏的規

則。在享受基督的方式上，我們不該有自己的揀選；我們必須以神

所揀選的方式享受基督。 

加拉太六章十五至十六節說，『受割禮不受割禮，都無關緊要，

要緊的乃是作新造。凡照這準則而行的，願平安憐憫臨到他們，就

是臨到神的以色列。』……這新造的準則會規律我們晚上就寢與早

上起來的時間。特別是在主日，這新造的準則會催促我們早點起

來，爲聚會禱告，早點到會中與主相會並敬拜主。……照着新造的

準則而行，所得的獎賞乃是憐憫和平安。……在主日早晨，我們若

照這新造的準則來豫備並赴會，我們就會得着憐憫和平安（利未記

生命讀經，二一一至二一二、二七二、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五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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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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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 申言 

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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