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西五經摩西五經

10 秒後自動播放

第十七課第十七課 利未記簡介利未記簡介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利未記簡介利未記簡介

利未記─ 好像離開我們特別的遙遠，

裡面記載律法的規定，

今天基督徒並沒有在遵行，

研讀這卷書目的是何在？

這卷書其實包含很多寶貝的屬靈真理，

雖然裡面的一些細節，我們今天不需要再遵行，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告訴我們 ─

在祂裡面都已經成全了，

好像獻祭、潔淨的規定

但是它裡面的原則，

對基督徒還是非常要緊的

利未記簡介利未記簡介

利未記在最早的時候，就有許多的抄本：

利未記殘簡─

在死海附近所發現到的抄本

埃及出土希臘文抄本─

摩西五經在耶穌基督之前大概兩三百年，

就已經開始翻譯成為希臘文。

希臘文在地中海沿岸那個年代

一個國際性的語言，

就把聖經希伯來文的經文，

翻譯成為希臘文。

‧卷名‧主旨 ‧文學結構 ‧神學 ‧聖潔的人民

摩西五經希伯來文卷名都是用它最開頭的字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起初 名字 呼叫 在曠野 話語

會幕已經建造完成，耶和華就在會幕裡呼叫摩西

希臘文 ─利未人之書
拉丁文、英文、中文都是按這樣的傳統來翻譯

敘利亞文 ─祭司之書
比較講到祭司；利未人的規定在民數記才詳細的記載

馬丁路德翻譯德文聖經 ─摩西三書
承認這卷書是摩西所寫下、流傳給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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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聖經註釋 ─ 洪同勉牧師的定義：

出十九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把利未記跟出埃及記連起來 ─

利未記─ 整個以色列人就好像祭司一樣，

成為一個祭司的國度，

站在上帝跟人的中間作一個中保

在上帝面前代表人

向神來禱告、獻祭、認罪、代求

也代表上帝進到人的當中，

把上帝的福氣帶到眾人的當中

神主動呼召，邀請選民透過獻祭、還有聖潔的生活，
來跟上帝親近，過著一個榮耀上帝的生活。

這些人被稱作祭司、

以色列國成為祭司的國度，

就要彰顯出上帝這位聖潔的神。

神是聖潔的，親近祂的人 ─

特別是祭司，

更要彰顯出一個聖潔的生活。

信仰跟生活、教義跟實踐，

兩個是一起配合的。

藉著祭司的國度，一個地位，顯示出 ─

他們是聖潔的國民

他們的靈性品格

兩方面一起，彰顯出這卷書重要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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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二十七章交叉平行的文學結構

Ａ 第一章到第七章 ─ 敬拜，五種獻祭

Ｂ 第八章到第十章 ─ 祭司的就職

Ｃ 十一章到十五章 ─ 禮儀方面的潔淨或不潔淨

食物、生產、男女的關係，都跟罪無關

Ｄ 第十六章 ─ 贖罪日

Ｃ’ 十七章到二十章 ─ 道德上面的不潔淨

婚姻、男女交往、婚姻以外的性行為，跟罪有關

Ｂ’ 二十一、二十二章 ─ 祭司的條例

Ａ’ 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 ─ 敬拜，節期

親近神、潔淨自己成為聖潔的國民
人要聖潔、祭司要聖潔，敬拜的地方要聖潔
提醒以色列百姓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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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法 敘 事

第一章到第七章 ─

獻祭，要把罪惡除掉

十一章到十五章 ─

潔淨的規定

十七章到二十四章第九節 ─

怎樣能夠分別為聖，

單單歸給神過聖潔的生活

二十五到二十七章 ─

救贖跟節期

第八章到第十章 ─

祭司的就職禮儀

十六章 ─

第一次遵守贖罪日

二十四章第十節到二十三節 ─

有一個褻瀆聖靈的人，

被上帝擊殺

利未記的整個文學結構，是非常嚴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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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同在─ 不是抽象的觀念，是生活中的實際生活中的實際，，

每一次來敬拜上帝，就想到上帝就在中間在中間，，

祂與我們同在，祂接受我們的敬拜

既然祂是聖潔的神，

我們這些敬拜祂的人就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聖潔的生活，，

我們要手潔心清的進到神的面前

神的同在也在人的生活當中，

利未記講到人吃什麼、穿什麼、喝什麼…
都是顯示出上帝的同在

人如果有不完整、不完全的，

就是在禮儀上不合乎規定 ─ 屬於不潔淨，

提醒人，要過一個完全的生活

1. 神的同在─

神的臨在是在會幕當中，

摩西進到會幕敬拜神，亞倫帶領眾祭司在會幕事奉；

雖然獻祭的禮儀、禱告燒的香…都讓人得著神的悅納，

另外一方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人性的陰暗面、

人裡面還是有罪污，

來到祭壇、約櫃前，還是會把那個地方污穢了。

贖罪日就是提醒人，

每一年至少有一次把祭壇、約櫃、幔子潔淨，

敬拜上帝、上帝同在的地方，都要潔淨。

因為這是上帝與人同在的地方，

不可有任何的污穢存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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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潔的規定 ─ 我們在上帝面前的生活

聖潔在聖經裡其實是兩個字，

第一個字是聖，希伯來文 qadash

在神的光照當中，他看到自己的污穢跟不足。

聖跟俗是相對的，

分別出來，單單歸屬於神 ─聖
沒有分別出來的 ─俗

賽六1-5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其上有撒拉弗侍立，

彼此呼喊說：「聖哉！聖哉！聖哉！

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

那時我說：「禍哉！我滅亡了！

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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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在聖經裡其實是兩個字，

第二個字是潔，希伯來文 tahowr

比較是禮儀上的潔淨，

人的靈性品格，

要能夠跟這位聖潔的神、

跟人有分別的神，能夠相稱
跟不潔相對 ─ 神不容罪惡的玷污

中文聖經翻譯為聖潔，

一個人他要跟神能夠相稱的話，

不但地位上分別出來，

在靈性品格要跟神能夠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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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第十一章 ─肉食的潔淨

潔淨的動物 ─ 人可以吃的

牛、羊，反芻動物、草食類

不潔淨的

肉食類 ─ 獅子、老虎

雜食類 ─ 豬

以色列人每一次吃東西，就問 ─

「這是聖潔的嗎？在禮儀上潔淨嗎？」

不可以把這些混在一起。

他們吃的食物都是要經過拉比的驗證，

這些食物稱作 kosher ─ 「可食」可以吃的，

不但肉類如此，其他的食物也要經過驗證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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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出生，馬利亞跟約瑟就把他帶到聖殿，

沒有力量獻牛、獻羊，就獻最卑微的雛鴿 ─

也是獻上燔祭，被上帝悅納。

不管生男孩、女孩，都是神所悅納跟賜福的。

利未記第十二章 ─生產的潔淨
生男孩，不潔淨四十天；生女孩，不潔淨八十天

為什麼有區別，已經沒有人知道，只知道是上帝的定規上帝的定規。。

有一些在聖經裡注意到：

1. 生育兒女是上帝的祝福，跟罪惡無關

2. 生男孩還是生女孩，生下來之後都要由他的父母親

把他帶到聖殿去奉獻給神 ─ 獻上燔祭，

表示這個孩子完完全全歸屬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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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第十二章 ─生產的潔淨
算作禮儀上面的不潔淨，因為生產會流血。

血在利未記是一個象徵的標誌，

人身體裡面的血 ─ 完整的

人身體流出來、排洩出來的 ─ 禮儀上的不潔淨

生產的時候會流血，

提醒產婦在禮儀上算作不潔淨，跟罪無關；

生產之後，流血修復、康復了，

就好像坐完月子之後，

就可以在上帝面前重新恢復；

這是讓她的身體也可以得到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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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十三、十四章 ─皮膚的潔淨，大痲瘋

大痲瘋病是中世紀以後才給它一個正式的醫學名稱，

聖經提到是屬於比較嚴重的皮膚病。

以色列人如果皮膚上的不潔淨，

就給他作檢驗，看他是得到什麼疾病；

由於會傳染給別人，

他自己在禮儀上算作不潔淨

坐臥的地方、接觸到的人、東西、住的屋子，

算是不潔淨，要用消毒的方式，作潔淨的安排

這種檢驗至少要延續將近一個禮拜，

用今天細菌培養作病理檢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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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十三、十四章 ─皮膚的潔淨

為什麼長大痲瘋算作不潔淨呢？

每一個人在上帝面前是一個聖潔的事奉，

聖潔事奉的人本身就必須是完整的人；

如果皮膚有了不潔淨的話，就是不完整了，

也就算在禮儀上的不潔淨，但是跟罪無關。

長大痲瘋的人得到了醫治，

可以重新回到以色列百姓的當中。

好像耶穌醫治了長大痲瘋病的人，就說：

把身體去給祭司查看，祭司為你們獻祭、

用牛膝草沾著獻祭的血在你們身上灑一灑，

作禮儀上得到潔淨的標誌，重新回到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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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十三、十四章 ─皮膚的潔淨

歷史上聖經中看到有好幾個人，

他們因為得罪神、犯了罪、被上帝刑罰：

摩西的姊姊米利暗

以利沙的僕人基哈西

南國猶大的王烏西雅，

僭越祭司的職分

被上帝刑罰長了大痲瘋。

這是上帝的刑罰，

跟禮儀上的不潔淨不是有直接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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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

一個人生理上排出東西，

就算禮儀上的不潔淨

排出物沒有了、或是時間已經過了，就恢復潔淨

禮儀上的不潔淨，都是有關可不可以來敬拜神。

夫妻同房是上帝的賜福，

婚姻中夫妻同房、性交，是很大的福氣、喜樂，

可是上帝提醒以色列人，如果有夫妻同房，

要算作不潔淨一天，到第二天日落自動就算沒有了

婦女在月經的期間、或是血漏的婦人，有血流出來，

也算作禮儀上的不潔淨，

但是都跟罪惡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