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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着神的定旨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  

讀經：利五 1～4、6～8、11、15～16，約壹一 7～9，徒二四 16，詩

五一 2 

週一、週二 

壹 贖愆祭表徵基督作爲供物，解決我們行爲上諸罪的難

處—彼前二 24，賽五三 5～6、10～11，參太二七 38，路

二三 42～43： 

一 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在神聖的光中承認我們的

罪，乃是喝基督這活水，使我們成爲新耶路撒冷的路—

約四 14～18。 

二 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在神聖的光中承認我們的

罪，乃是維持我們在生命的交通中，使我們在生命裏長

大，達到生命成熟的路—約壹一 2～3、5～9，徒二四 16。 

三 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使我們的罪得着赦免，結果

使我們敬畏神並愛神—詩一三○4，路七 47～50。 

四 將基督這對付罪的生命供應給聖徒，會殺死細菌，消除

難處，並維持那靈的一 —約八 1～11，約壹五 16，羅二 4

下，利十 17，加六 1。 

貳 我們取用基督作我們的贖愆祭時，需要徹底承認我們

一切的短處、輭弱、錯誤、罪惡，好對神對人常存無

虧的良心—徒二四 16，詩五一 2： 

一 因着神知道我們罪行的記錄，我們最好藉着認罪求祂除

去那記錄—約壹一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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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這樣徹底並細緻的認罪之後，我們就在素質上和經綸上

被那靈充滿，使我們有活力，並在神裏面放膽講說神的

福音—參民二一 16～18，帖前二 2、4。 

三 贖愆祭至終又是贖罪祭，表徵基督爲我們的罪救贖我

們，解決了罪的兩面問題—在我們裏面性情上的罪，

以及在我們外面行爲上的罪—利五 6～8、11～12，約一

29。 

週 三 

肆 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一隻作贖罪祭，一隻作燔祭，

就形成贖愆祭，這表徵每個過犯的源頭，都是我們肉

體中的罪，而過犯的原因，乃是我們沒有絕對爲神而

活—利五 7。 

伍 利未記五章說到四個需要贖愆祭的特別項目，爲叫神

的子民能過聖別、潔淨、喜樂的生活，好與三一神合

並，使祂得榮耀—1～4節： 

一 不把我們所知道的實情見證出來，就是不誠實、不忠信，

不像我們的神那樣信實、誠實；這實際上是對付說謊；

說謊與謊言之父撒但有關—1 節，約八 44。 

週 四 

二 摸了屬靈死亡的不潔，在神眼中是最嚴重的事—利五 2： 

1 我們若想要過從死亡分別出來的聖別生活，就需要謹慎

我們與人的接觸—十一章，徒十 9 下～15、27～29： 

a 分蹄反芻的走獸，表徵在行動上有分別，並接受神

的話，反覆思想的人—利十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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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鰭有鱗的水族，表徵能在世界中自由行動、活

動，同時又能抗拒其影響的人—9 節。 

c 有翅能飛，喫生命種子作食物供應的飛鳥，表徵能

在離開且超脫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並以生命的

事物爲生命供應的人—參 13～19 節。 

d 有翅膀，並且足上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昆蟲，表

徵能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並且能保守自

己脫開世界的人—21～22 節。 

2 利未記五章二節裏這些動物的屍體，指在召會生活裏，

三種不同的屬靈死亡，可能在神子民中間散佈：獸表

徵野蠻的死亡，牲畜表徵溫和的死亡，爬物表徵狡猾

的死亡—羅十四 15、20，十六 17： 

a 不論是那一種死亡，都是不潔、污穢且玷污人的；

在神眼中，死是祂最憎恨的事—參林前十五 26。 

b 按照舊約的豫表，死比罪更玷污人（見利十一 31

註 2）。 

3 我們需要作拿細耳人，從死亡分別出來，並且滿了生

命，對抗死亡—民六 6～8，羅八 6。 

週 五 

三 人的不潔，表徵一切從天然人和天然生命漏洩出來的，

不論好壞，都是不潔的—利五 3，參太十五 17～20，十六

21～25。 

四 在神面前冒失的說話，草率、輕忽、鹵莽的表達我們的

意見，指明我們不爲神而活，也不敬畏神—利五 4，參太

十七 24～27，約七 3～8。 

週 六 

陸 利未記五章十一節的細麵，表徵耶穌的人性，用來作

贖罪祭，指明我們犯罪，是因爲我們缺少耶穌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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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這指明我們犯罪，不僅是因爲我們性情裏有罪，也不僅

是因爲我們沒有絕對爲着神，更是因爲我們沒有耶穌的

人性；耶穌在祂的人性裏，沒有罪在祂裏面，並且祂是

絕對爲着神。 

二 獻細麵一伊法的十分之一爲贖罪祭，表徵只需要一點耶

穌的人性，就足以消殺我們裏面消極的事物，並供應我

們的需要。 

柒 償還並另外加五分之一，表徵獻贖愆祭的人，應當按

照神聖的尺度、標準、量度，在財物上是義的—15～16

節，參路十九 8。 

捌 『大衞從作過烏利亞妻子的生所羅門』—太一 6： 

一 詩篇五十一篇是在大衞犯了謀殺烏利亞，並奪取他妻子

的大罪，且受了申言者拿單責備之後作的： 

1 『我向你犯罪，惟獨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這惡』—

4 節。 

2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塗抹我一切的罪孽』—9 節。 

3 『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

你必不輕看』—17 節。 

4 『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18 節。 

二 大衞的過犯和悔改與神的赦免結合，結果產生所羅門

（『平安』）這建造神殿者—撒下七 12～14 上，代下三 1： 

1 召會總是藉着所羅門這樣的人建造的，他是人的過犯和

悔改，加上神的赦免所產生的。 

2 當我們經歷我們的過犯和悔改與神的赦免結合，我們在

召會的建造上就會非常有用。 



                                   148 
 

第八週 • 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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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數的罪與複數的罪有很大的差別。單數的罪是內住的罪，就

是在我們裏面撒但的性情。複數的罪是外面罪的行爲。贖罪祭對付

單數的罪（罪性），贖愆祭對付複數的罪（罪行）、過犯和罪愆，

包括撒謊、過錯和一切不對的行爲。 

贖罪祭表徵基督作我們的供物，解決在我們墮落天性中的罪

（羅八 3，林後五 21）。贖愆祭表徵基督作我們的供物，解決在我

們行爲上諸罪的難處（彼前二 24，賽五三 5～6、10～11）（利未記生

命讀經，二二五至二二六頁）。 

如果我們覺得自己不蒙稱許，我們可以徹底的認我們的罪、過

錯、缺欠和失敗。主耶穌的血就會立卽洗淨我們（約壹一 9），我

們就能稱許自己了。我們都該這樣實行，尤其是當我們來到主筵席

前的時候。有分於主的筵席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應時的話，一○

頁）。 

信息選讀 

有些人也許說，他們在好幾年前就得救了，他們一切的罪都已

得赦免了。……然而你不能說，因着你兩週前已經洗了手，就不需

要再洗手了。……同樣的，你需要徹底承認你一切的短缺、輭弱、

過犯、罪惡，而向神、向人都存無虧的良心（徒二四 16）。人也許

不知道你作了甚麼事，但神必然知道。按照馬太十二章三十六至三

十七節，人所說的每句閒話，在審判的日子，都必須供出來。你可

能欺騙人，但你不能欺騙神。我們若對主認真，就需要悔改並徹底

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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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眾人若都能花一兩個鐘頭個人親近主，徹底的認罪，那是

太好了。……你最好自己有這樣的認罪。……我們都需要私下的時

間，向神認每一件事。我們不需要擔心祂知道我們的罪，因爲祂已

全知道了。祂旣然知道我們一切罪行的記錄，我們最好藉着認罪，

請求祂將那些記錄從我們身上去掉。我們眾人都需要……徹底的認

罪，仔細、詳細的認罪。我們需要認一切小事上的罪。卽使你只是

對某位弟兄不高興，你也需要認這個不高興的罪。你若對你的妻子

怏怏不樂，你必須認那個不高興的罪。你必須認一切罪，不要粗心

的到神面前去。……要有仔細的赦罪，你就必須仔細的認罪，詳詳

細細的向主認罪。凡這樣作過或這樣作的人，都能見證經過徹底的

認罪，他們裏面就被那靈充滿，外面也穿上那靈。他們有那靈裏面

素質的充滿，也有那靈外面經綸的充溢。 

我們不需要乞討祂賜給我們聖靈，因爲聖靈已經賜給我們了。

我們所需要作的，乃是在祂面前有徹底的悔改，而有徹底的認罪。

這樣在經歷上，我們裏面就被那靈這三一神的終極完成所充滿，外

面也被祂充溢。這樣，我們就興起來，極其高升上騰。 

我們都需要藉着興起來，並藉着在素質一面和經綸一面被終極

完成的那靈所充滿而前去。我們藉着悔改和順從被充滿。我們眾人

都需要與主有扎實的時間，徹底的認罪，……使我們……裏面……

被素質的靈充滿，外面被經綸的靈充溢。我們就是高升的。……悔

改和認罪若成爲我們的實行，我們來到聚會中就總是高升的（實行

主當前行動之路，二二至二五頁）。 

參讀：實行主當前行動之路，第二章；真理課程一級卷三，第

三十六課。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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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利十 17  這贖罪祭旣是至聖的，耶和華又給了你們，要

你們擔當會眾的罪孽，在祂面前爲他們遮罪，

你們爲何沒有在聖所喫呢？ 

 五 6    並要爲所犯的罪，把他的贖愆祭，就是羊羣中

的母羊，或綿羊或山羊，牽到耶和華面前作贖

罪祭。至於他的罪，祭司要爲他遮蓋。 

當那婦人向主求活水時，……主並沒有定罪她是罪人，或呆板

的叫她悔改，承認她實際的罪。……因爲主知道一切，祂單單要求

她把丈夫帶來，就摸着了她的良心。就是用這方式，主幫助她承認

她的罪，並且悔改（約翰福音生命讀經，一六四、一六六至一六七

頁）。 

啓示錄……結束於喝生命水的呼召（二二 17）。喝的結果乃

是新耶路撒冷。……至終，這位三一、永遠的神成了與我們眾人合

併的新耶路撒冷。我們不是進入新耶路撒冷，我們乃是成爲新耶路

撒冷。我們的成爲，就是我們的進入（約翰福音結晶讀經，一八二

至一八三頁）。 

信息選讀 

我們可能覺得自己已經蒙稱許，能有分於主的筵席，但我們很

關心那些一直在犯罪的人。我們可能知道有些聖徒一直在犯罪，卻

仍然來赴主的筵席。我們該怎麼辦？我們必須記得，保羅在林前十

一章的話告訴我們，要察驗自己，試驗自己是否蒙稱許。那裏的話

沒有告訴我們要察驗別人，試驗別人。我們應當把別人留交給主，

而不作他們的審判官。我們只該審判自己，不該審判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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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知道某個人犯了罪，你就得爲他禱告，學習把基督這對付

罪的生命供應給他，使他可以對付自己的罪。基督的生命乃是對付

罪的生命。首先，你自己必須因着享受基督對付罪的生命，而受了

對付。然後你必須把這樣一位基督作爲對付罪的生命供應給別人。

利未記告訴我們，祭司要在聖處喫贖罪祭，使他們能『擔當會眾的

罪孽，在祂面前爲他們遮罪』（十 17）。當你享受基督作對付罪的

生命時，你必須有度量擔去神子民的罪孽。你必須學習把基督供應

給陷在罪中的親愛聖徒。 

在召會生活中，願我們竭力保守一，並盡力過愛的生活。愛建

造人，知識卻殺死人（林前八 1，林後三 6）。要一直過一種在愛

裏的生活。你是否去幫助某一個人還是其次。首要的是要用相同的

愛來愛眾聖徒，不論他們是好是壞。我們傾向於愛剛強的聖徒，不

愛輭弱的聖徒。我們必須用相同的愛來愛眾聖徒。只要他是一位聖

徒，他就是召會的一個肢體，我們就該用相同的愛愛他，像我們愛

別的聖徒一樣。這會殺死病菌，消除難處，並建立起永久常存的那

靈的一（應時的話，一一至一二、一四頁）。 

贖愆祭最終成了贖罪祭（利五 6～8、11～12）。這表徵基督爲我

們的罪所完成的救贖，解決了罪兩方面的難處—裏面性情上的罪，

和外面行爲上的諸罪；這兩面乃是罪的總和。約翰一章二十九節說

到這總和：『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雖然這節的『罪』

是單數的，但牠不僅指我們性情上的罪，乃指罪的總和，包括裏面

的罪與外面的諸罪（利未記生命讀經，二二八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六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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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興餧養 

利五 1    若有人聽見叫人發誓作證的聲音，他本是見證

人，卻不把所看見或知道的說出來，他就犯了

罪，要擔當他的罪孽。 

約八 44  你們是出於那父魔鬼，……他……不站在真理

中，因爲在他裏面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他

自己的私有物，因他是說謊的，也是說謊者的

父。 

利未記五章七節說，『他的力量若不彀獻一隻羊羔，就要爲所

犯的罪，把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帶到耶和華面前爲贖愆祭，一隻作

贖罪祭，一隻作燔祭。』這裏我們看見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一隻

作贖罪祭，一隻作燔祭，就形成贖愆祭。這表徵過犯乃是出於內在

的罪，以及沒有爲神而活。內在的罪需要贖罪祭；沒有爲神而活需

要燔祭。二者乃是基督作贖愆祭，解決我們諸罪的完整豫表。 

在七節，我們能看見過犯的源頭，也能看見過犯的原因。過犯

從那裏來？牠的源頭是甚麼？過犯的源頭乃是我們肉體中的罪。過

犯的原因是甚麼？原因乃是我們沒有爲神而活。所以關於贖愆祭，

我們有源頭與原因。……我們可以說，內在的罪就像一個男人，一

個丈夫；沒有爲神而活就像一個女人，一個妻子。這二者的婚姻所

生的孩子就是過犯。……贖罪祭對付源頭，贖愆祭對付從這源頭生

出的『孩子』或『果子』（利未記生命讀經，二二九、二三一頁）。 

信息選讀 

利未記五章一至三節說到一些特別的罪愆。一節說，『若有人

聽見叫人發誓作證的聲音，他本是見證人，卻不把所看見或知道的

說出來，他就犯了罪，要擔當他的罪孽。』『叫人發誓作證的聲音』，

直譯爲『起誓的聲音』。『擔當他的罪孽』原文指擔當罪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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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說到一個人聽見了叫人發誓作證的聲音，卻不把所知道的說出

來，這樣就必擔當他的罪孽。 

我們也許認爲這裏所說的事無關重要，也與我們今天無關。然

而，這看來不重要的事卻暴露了我們的所在，指出我們沒有絕對爲

着神。我們若真正爲着神並爲神而活，特別是在召會生活中，我們

必會忠信、誠實、真誠的見證我們所知道的。我們會把實情見證出

來。在這事上失敗，就是不誠實、不忠信；這與我們的神不同，我

們的神是信實、誠實的。 

在豫表裏，五章的每一點都有屬靈的意義。一節……實際上是

對付說謊；說謊與謊言之父撒但（約八 44）有關。 

利未記五章二節接着說，『或是有人觸着甚麼不潔之物，無論

是不潔之獸的屍體，或不潔之牲畜的屍體，或不潔之爬物的屍體，

他卻沒有覺察到，因此成了不潔，就有了罪過。』這裏我們看見，

一個人就是沒有作甚麼，不過觸着屍體，他就是不潔的，因爲他觸

着死亡的不潔。這是個豫表，我們可以應用到屬靈的事上。今天神

子民中間有許多死亡，這死亡正散佈着。不僅如此，還有各種不同

的死亡，由不潔淨的獸、牲畜和爬物的屍體所表徵。『他卻沒有覺

察到』這話指明，我們也許不知道我們已經觸着屬靈死亡的不潔。

但我們若蒙主光照，就曉得我們觸着多少屬靈死亡的不潔，並且已

經受到玷污（利未記生命讀經，二三一至二三二、二三五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六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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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 週四 

晨興餧養 

利十一 3  凡分蹄，就是蹄裂兩瓣，並且反芻的走獸，你

們都可以喫。 

 五 2   或是有人觸着甚麼不潔之物，無論是不潔之獸

的屍體，或不潔之牲畜的屍體，或不潔之爬物

的屍體，他卻沒有覺察到，因此成了不潔，就

有了罪過。 

利未記十一至二十七章這段話是論到神子民的生活，就是一種

聖別、潔淨且滿了喜樂的生活（聖經恢復本，利十一 1 註 1）。 

喫乃是接觸我們身外之物，將其接受到我們裏面，使其至終成

爲我們裏面的構成。十一章一切動物表徵不同種類的人，而喫表徵

我們與人的接觸（參徒十 9 下～15、27～29）。神的子民若要過聖別

之神所要求的聖別生活，就必須謹慎他們所接觸的是何種人（參利

十一 46～47，林前十五 33，林後六 14～18）（利十一 2 註 1）。 

分蹄反芻的走獸（利十一 3，參 4～8、26～28），表徵在行動上

有分別（腓一 9～10），並接受神的話，反覆思想的人（見詩一一九

15註 1）（利十一 3 註 1）。 

在聖經裏，海表徵墮落、敗壞的世界（但七 3、17，啓十七

15）。……有鰭有鱗的水族（利十一 9～12），表徵能在世界中自由

行動、活動，同時又能抗拒其影響的人（利十一 9 註 1）。 

信息選讀 

有翅能飛，喫生命種子作食物供應的飛鳥，表徵能在離開且超

脫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並以生命的事物爲生命供應的人。利未

記十一章十三至十九節所題到不潔的飛鳥，不喫種子卻以屍體爲食

物，表徵以屬死的事物爲食物的人（聖經恢復本，利十一 13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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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翅膀，並且足上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昆蟲（利十一 21～22，

參 23～25），表徵能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動，並且能保守自

己脫開世界的人（利十一 21 註 1）。 

〔利未記五章二節〕說到獸、牲畜和爬物的屍體。獸是野生的

動物，牲畜是馴養的動物。……有些人像獸，有些人像牲畜，還有

一些像爬物。二節的『屍體』表徵死。所以這三種動物的屍體—獸

的屍體、牲畜的屍體、爬物的屍體，表徵三種不同的死亡。有一種

死亡像野獸那樣野蠻。另一種死亡是溫和的，像溫馴、馴養的動物。

再有一種死亡是狡猾的，像爬物。在豫表上，這指明神子民中間可

能有三種死亡：野蠻的死亡、溫和的死亡、狡猾的死亡。 

死亡就是死亡，不管是那一種，都是不潔的。各種的死亡—野

蠻的、溫和的、狡猾的—都是污穢且玷污人的。在召會生活中，很

難遠離各種死亡的不潔。……按舊約的豫表，罪還不如死亡那樣污

穢。人若犯了罪，可以立刻藉着獻上贖愆祭得着赦免並潔淨（利五

10）。但人若摸了死亡，必須等幾天纔得潔淨。由此可見，死亡比

罪還玷污人。然而，我們在召會生活中的人，可能認爲罪是嚴重的，

而觸着死亡是平常的，不嚴重的。但在神眼中，觸着死亡是最嚴重

的事。 

死亡的毒素能毀壞並敗壞聖徒。……我們需要清明、公正、平

靜、溫和的想一想，我們是否真的在建造基督的身體，還是不自覺

的在作一些事，散佈死亡的毒素，拆毀神的工程？（利未記生命讀

經，二三六至二三七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三十六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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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 週五 

晨興餧養 

利五 3～4  或是他觸着人的不潔，無論是染了甚麼不潔，

他卻沒有覺察到，一知道了就有了罪過。或是

有人嘴裏冒失發誓，要行惡或行善；無論人在

甚麼事上冒失發誓，他卻沒有覺察到，一知道

了就在其中的一件事上有了罪過。 

〔利未記五章三節裏〕人的不潔，表徵天然人、天然生命的不

潔。天然的人是不潔的。一切從天然人和天然生命漏洩出來的，都

是不潔的。 

我們這些基督身體的肢體彼此接觸時，可能會有不潔—屬靈死

亡的不潔，和天然所是的不潔。我們彼此交通時，需要知道這兩種

的不潔。譬如，一位弟兄可能對你說親密的話，或對你說欣賞和尊

敬的話，但他的話完全是天然的。你若接受這樣的話，就受到玷污，

因爲你摸到人的不潔，天然所是的不潔（利未記生命讀經，二三二

至二三三頁）。 

信息選讀 

客氣是一種痲瘋。客氣和親切不同。爲了正確的爲人生活，我

們總該對人親切。但客氣實際上是戴面具。這就是說，客氣乃是裝

假。例如，一位弟兄對另一位弟兄很客氣，然後又和別的弟兄說那

位弟兄的閒話，批評他。這就是痲瘋，這比天然更糟。……聖徒之

間也可能有的太過親密，彼此相愛是天然的，而不在靈裏。這種愛

也是天然的、屬肉體的、不潔的。 

我們若從這段話蒙主光照，就曉得我們實在需要贖愆祭。我們

越與主同在，越以主爲燔祭，就越看見需要祂作贖愆祭和贖罪祭。

我們需要贖罪祭以對付內住的罪這源頭，也需要贖愆祭以對付由這

源頭生出的『孩子』，就是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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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說，凡入口的並不污穢人；惟獨出口的纔污穢人（太十

五 17～20）。天然的生命和死亡一樣，帶來不潔。在召會生活中，

在聖別的團體裏，死亡和天然的生命可能很普徧。 

天然的生命包括天然的感情。我們要不是不顧別人，就是在天

然的方式裏、天然的感情裏相愛。有人過去對你有感情，今天卻對

你毫不在意。這不是照着基督徒愛人、幫助人、照顧人的性情，完

全是在天然的範圍裏。我們可能愛人，也可能爲了尋求虛榮，因妒

忌而嫉妒人。這愛和這嫉妒都是出於天然的生命。 

〔在利未記五章四節裏〕有冒失說話，就是在神面前草率、輕

忽、鹵莽的說話。我們聽到一件事，立刻就說喜歡或不喜歡，或說

要作這要作那。這樣說指明我們不僅沒有爲神而活，更是不敬畏

神。我們是誰，竟冒失的說不喜歡這事？神可能喜歡。我們不是神，

我們需要謹慎，不草率說話。我們不該對事情表達意見，反該不說

甚麼；如果必要，就把事情帶到主那裏，禱告並求主給我們看見，

是該有分於這事，還是遠離這事。這是敬畏主的人該有的態度（利

未記生命讀經，二三三、二三七至二三八頁）。 

參讀：利未記生命讀經，第二十二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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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 週六 

晨興餧養 

利五 11  他的力量若不彀獻兩隻斑鳩或兩隻雛鴿，就要

爲所犯的罪帶供物來，就是細麵一伊法的十分

之一作贖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

香，因爲這是贖罪祭。 

太一 6   ……大衞從作過烏利亞妻子的生所羅門。 

〔利未記五章十一節〕裏的細麵豫表耶穌的人性。這指明我們

犯罪，不僅是因爲我們性情裏有罪，也不僅是因爲我們沒有絕對爲

着神（見 7 註 1），更是因爲我們沒有耶穌的人性。耶穌在祂的人

性裏，沒有罪在祂裏面，並且祂是絕對爲着神。獻細麵一伊法的十

分之一爲贖罪祭，表徵只需要一點耶穌的人性，就足以消殺我們裏

面消極的事物，並供應我們的需要（聖經恢復本，利五 11 註 1）。 

信息選讀 

凡在神的聖物上犯了罪的，就要償還，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給

祭司（利五 15～16）。同樣的，凡在任何欺詐的事上對人有了過犯，

就要全數歸還，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過的日子交給本

主（六 2～6）。這表徵獻贖愆祭的人，應當按照神聖的尺度、標準、

量度，在財物上是義的（利未記生命讀經，二四四頁）。 

大衞是合乎神心的人（撒上十三 14）。神親自告訴掃羅，祂

要人頂替他，因祂已尋得合乎祂心的人。大衞在一生中犯了一個大

錯：他謀殺了一個人，奪了他的妻子。除此以外，他沒有作過一件

錯事。大衞在一次行動中犯了兩個大罪：殺人和姦淫。神自己定罪

這事。聖經說，大衞除了這一件事，一生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爲正

的事（王上十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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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衞犯了殺人、姦淫的罪以後，受到申言者拿單的責備。神特

意打發拿單去定罪他（撒下十二 1～12）。大衞被定罪以後，就悔改

了。詩篇五十一篇就是他的悔罪詩。大衞悔改，神就赦免（撒下十

二 13）。有悔改，也有赦免。這裏共有三項：過犯、悔改和赦免。

我們若將這三項放在一起，結果就是所羅門。首先有過犯和悔改加

上赦免，以後有所羅門（24），就是建造神殿的人。……這裏我們

看見兩種結合；第一種是大衞與拔示巴之間的結合。第二種是屬靈

的結合，就是大衞的過犯和悔改與神赦免的結合。神的赦免與大衞

的過犯和悔改結合；這種結合生出了一個名叫所羅門的人，他建造

了神的殿。召會總是藉着所羅門這樣的人建造的，他是人的過犯和

悔改加上神赦免的結果。 

大衞得着神的赦免，復得救恩的喜樂以後，他就爲錫安，爲耶

路撒冷城牆的建造，爲他國的堅立禱告（詩五一 18）。至終，因着

神赦免他的罪，神就賜他一個兒子建造神的殿，這是爲着神的同

在，作耶路撒冷的中心。 

你需要一直在神眼中是正當的，但要知道你的正當對召會的建

造並無益處。……有一天，你會作可怕的事。……然後你需要讀詩

篇五十一篇，使這篇詩成爲你的詩，並且你要到主面前去，說，『主，

我悔改。我作了這邪惡的事，惟獨得罪了你。赦免我。』這樣悔改

以後，你會有另一種結合，就是你的過犯和悔改與神的赦免結合。

這會生出所羅門，他對你是平安的，也是主所愛的。這人要建造召

會，就是神的殿。那時你在召會的建造上就會非常有用（馬太福音

生命讀經，四二至四五頁）。 

參讀：馬太福音生命讀經，第三篇。 

亮光與靈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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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 詩歌 

 



                                   161 
 

第八週 • 申言 

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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