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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祭獻祭

燔祭 素祭 平安祭 贖罪祭 贖愆祭

焚獻祭 穀物祭 交通團契 潔淨祭 賠償祭

出埃及記

利未記一到七章

八到十章

建造會幕─ 進到上帝面前的道路

獻祭─ 進到上帝面前的經歷

祭司的就職 ─ 進到上帝面前的中保

進到上帝面前，過一個敬拜的生活，

會幕 ─ 客觀的預備

獻祭 ─ 基督徒主觀的經歷

需要有祭司給我們幫助

‧燔祭‧平安祭 ‧素祭 ‧贖罪祭 ‧贖愆祭

上帝不是看人獻上的有多少，

而是看人獻上的心是如何？

寡婦把養生所有的二個小錢投在奉獻箱裡，

上帝就特別悅納她。

燔祭─ 全部在祭壇上用火焚燒，一點都不留，

看到一個人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神的心。

任何人到神的面前來，可以獻上燔祭，照自己的力量 ─

有些人比較有錢，可以獻牛

一般人獻羊，以色列人很多是養羊的，

他們獻上他們所有的

有一些人比較貧窮，

買鴿子、雛鳥來獻上，上帝也悅納

‧燔祭‧平安祭‧素祭 ‧贖罪祭 ‧贖愆祭

獻上的原因 ─還願、感恩、甘心，

有些人經歷上帝給他的很大的恩典，心裡充滿感謝，

就獻上平安祭作為一個表達。

他獻牛、獻羊為祭，少部分放在祭壇上焚燒焚燒，，

少部分給祭司，絕大部分跟諸親好友一起享用好友一起享用。。

親友問：「你為什麼獻這個平安祭呢？」

我經歷了上帝極大的恩典

我曾在危險中，向上帝許願，

上帝帶領我經過這個危難，我現在來還願

還有些人，不需要什麼特別的經歷，

就是心裡面受到感動，要來獻上給神，

還邀請諸親友一起來享用



‧燔祭‧平安祭‧素祭 ‧贖罪祭 ‧贖愆祭

在感恩見證聚會，感恩就好，為什麼要吃東西呢？

這其實是有聖經的根據的，

人有一個感恩的心向上帝感謝，

他也願意跟諸親好友一起來分享，

分享點心的時候，就聽見證；

好像深淵與深淵就響應，

這個人作見證，人家就看到

我們的神是活的神、慈愛的神、賜人恩典的神，

在聽見證的時候，自己的心裡也受到了激勵，

然後就有人站起來說 ─ 我也有一個見證…
聚會從一個人開始，變成大家共同一個感恩的見證聚會感恩的見證聚會。

一個人分享喜樂，變成加倍的喜樂

一個人分擔難處，變成一半的難處

‧燔祭‧平安祭‧素祭 ‧贖罪祭 ‧贖愆祭

舊約聖經講到燔祭跟平安祭，常常連在一起，

特別人跟神立約、立約更新的場合。

出廿四5 打發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獻燔祭，

又向耶和華獻牛為平安祭。

燔祭─ 放在祭壇上面用火焚燒，一點都不保留，

每一個信主的人，把自己完全的奉獻給神，

建立個人跟神之間垂直的關係。

平安祭─ 我們在一個團體、是一個團契，

一起在立約的團體、一起都參與中間；

好像十字架，有一根垂直的、有一根水平的，

平安祭建立了跟其他信主的人的水平關係。

‧燔祭‧平安祭‧素祭 ‧贖罪祭 ‧贖愆祭

八20 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獻在壇上為燔祭。

他們這一個家庭直接跟神負責就可以。

創世記第十五章 ─ 亞伯拉罕預備牛羊來獻祭，

火爐、火把，從這個祭牲中間經過，

也是獻燔祭，為什麼沒有平安祭？

因為只有亞伯拉罕一個家庭，由他代表獻祭就通通都有了。

在經文當中假如獻平安祭、也獻燔祭，

大概都是跟立約是有關係的。

撒母耳記下第六章 ─ 大衛王帶領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約，

就獻上燔祭跟平安祭，燔祭用火焚燒

平安祭的祭牲大衛就吩咐把它分送給各家眷，送給各家眷，

讓每一個人在這個中間都有分

‧燔祭‧平安祭‧素祭 ‧贖罪祭 ‧贖愆祭

我們今天在教會裡守聖餐，有同樣的原則。

守聖餐是每一個人個人，

已經信了上帝、接受耶穌作我們的救主；

可是沒有一個人是個別的來守聖餐，

都是在教會裡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來守聖餐。

一方面見證個人跟上帝之間垂直的關係

聖餐不但見證我是屬主的人，

更是見證我們在主裡合而為一的團契。

同時見證跟其他弟兄姊妹、

古今中外歷世歷代的聖徒，

在主裡面成為屬靈的團契，

是一個水平的關係



‧燔祭 ‧平安祭‧素祭‧贖罪祭 ‧贖愆祭

獻上素祭─

宣告神的主權、對上帝表達感謝、向上帝來求恩

素祭又被稱作穀物祭，

以色列人耕種田地，把初熟的土產獻給神神。

至少包含三方面的含意：

1. 宣告上帝的主權 ─ 地利是從上帝來的，

讓我可以播種、耕種、收成，是出於上帝的恩典

2. 表達感謝 ─ 我願意把這個地初熟的土產獻給神，

從上帝那邊得、也完全奉獻歸給神

3. 求神繼續賜恩 ─ 今年已經有收成了，

還要繼續下一年的收成，

求上帝還要繼續的賜福

‧燔祭 ‧平安祭‧素祭‧贖罪祭 ‧贖愆祭

素祭─ 像今天教會的什一奉獻，

每一個信主的人，有上帝給的恩典、才幹，能夠工作、有收入，

獻上十分之一，讓上帝的家裡有糧、

神的僕人有金錢供應給生活的需用，

讓他們專心的事奉神、牧養我們大家。

瑪三10 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

如果我們願意奉獻我們的精力、才幹、時間，

甚至把整個人完全奉獻給神、讓神來使用，

那是在奉獻上更加的增進，是上帝特別悅納的。

‧燔祭 ‧平安祭‧素祭‧贖罪祭 ‧贖愆祭

在舊約的時候是獻牛、羊為祭物，

今天基督徒不需要，為什麼？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完全成就了這些獻祭。

今天的基督徒，

就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獻給神，

天天來更新。

羅馬書第一章到十一章 ─ 耶穌基督

已經為我們成就了神所預定的祭物

羅馬書第十二章 ─ 保羅勸勉我們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獻死的祭物，一次獻上就沒有了

獻活的祭物，是要天天更新、天天長進

‧燔祭 ‧平安祭‧素祭‧贖罪祭 ‧贖愆祭

我有一個同學是滕近輝牧師呼召事奉主，

滕牧師就在他聖經上寫 ─

一次獻上，永不收回。

羅十二2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我給自己的勉勵

一次獻上，天天更新。

到現在還是繼續這樣 ─

願意更新事奉神。



獻祭獻祭

燔祭 素祭 平安祭

贖罪祭 贖愆祭潔淨祭 賠償祭

屬於自願獻的祭，

表明與上帝之間真誠的團契。

屬於被迫獻的祭，

當神跟人中間的關係被破壞的時候，

上帝給犯罪的人開的一個恩典的門。

這是新增的律法，不是要給人轄制，

而是要給人一個重新得蒙恩典、

恢復跟神團契的機會。

‧燔祭 ‧平安祭 ‧素祭‧贖罪祭‧贖愆祭

捫心自問，我們多少時候都是會得罪神、得罪人，

是不是從此以後就不能夠進到神面前來呢？

天上的聖所跟罪無關，人帶燔祭、素祭、平安祭來見來見神神，，

可是罪人怎麼辦呢？

聖經上說 ─ 罪把神跟人隔斷了，

有一個阻斷的牆，我們不能進到神面前！

金牛犢事件，以色列人犯罪、跟神的關係阻斷了，

連建造會幕的工程也停下來了。

摩西就去向上帝禱告、懇求，求上帝赦罪。

上帝另外加上一個給以色列人恢復跟神團契的機會，

就是設立贖罪祭─

讓犯罪的人藉著贖罪祭，恢復跟神之間團契的關係。

贖罪祭就是給犯罪的人，開一個恩典的門，

讓他先恢復跟神之間團契的關係，

以後才能夠正式的來敬拜神。

利未記第四章 ─ 某某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

就要在上帝面前獻上贖罪祭。

獻祭以前在上帝的眼光看，

這個犯罪的人是死的，至少應該是該死的

獻祭的時候，他把手按在牛或者羊的頭上，

代表這個牛、羊替我死，

獻祭以前，我是死的、牠是活的

獻祭以後，牠已經為我死、我就要為牠而活

‧燔祭 ‧平安祭 ‧素祭‧贖罪祭‧贖愆祭

知道自己犯的罪，所獻上的贖罪祭
原來的文字是同一個字

詩篇三十二篇 ─ 大衛贖罪的禱告

我閉口不認罪的時候，神的手在我身上就沉重；

我願意在上帝面前陳明我的罪，竟然發現，

在上帝那邊已經預備了贖罪祭的恩典在那裡。

在哪裡有罪，那裡就有上帝所預備的贖罪祭，

只等犯罪的人回轉過來親近神，

值得我們憑信心來支取。

贖罪祭─ 預表耶穌基督的救恩，

在祂裡面，祂為我們成就了贖罪祭

我們在祂裡面來支取贖罪祭的恩典

‧燔祭 ‧平安祭 ‧素祭‧贖罪祭‧贖愆祭



用在一個人單單得罪神，跟得罪人沒有關係，

知道自己犯罪了，他就來獻上贖罪祭。

獻祭的時候要看這個人的身分地位、影響的範圍，

大祭司犯罪 ─ 獻一隻牛

官長犯罪 ─ 獻一隻公羊

一般的平民百姓 ─ 獻母羊

用在團體 ─ 全國的百姓犯罪，

大祭司代表大家一起來獻上贖罪祭

用在物件，好比約櫃、會幕、陳設餅桌、金燈台…
可以用贖罪祭來潔淨，跟罪無關，翻譯作潔淨祭 ─

從俗的潔淨出來，分別給神事奉使用

祭司先經過潔淨祭，才可以事奉神

‧燔祭 ‧平安祭 ‧素祭‧贖罪祭‧贖愆祭 ‧燔祭 ‧平安祭 ‧素祭 ‧贖罪祭‧贖愆祭

單單是跟人有關。

比如在別人交付給我的財物上面，

我對他有了虧欠、讓他受到損失，

就要先賠償他，而且要加上百分之二十

之後才來獻祭給上帝

所以被稱作是賠償祭

燔祭

素祭

平安祭

贖罪祭

贖愆祭

耶穌基督
被差遣

我們自己
的經歷

最後，都是要我們把自己

完完全全奉獻給神，來榮耀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