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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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以色列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了战争，
年 以色列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发生了战争

祭司的条例

历史称作「赎罪日战争」。
为什么阿拉伯国家选这一天发动攻击呢？
因为他们晓得，以色列人这天全国放假，
所有的百姓都在自己的家里禁食祷告。
但是以色列人过不久就全国总动员，
很快的就让这个战争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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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赎罪日的时间 ─
 以色列人历法七月初十日
 约相当于阳历
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上旬

赎罪讲到人需要赎罪，敬拜的场所也需要赎罪，
以色列人敬拜的场所 ─ 会幕或是圣殿，
像祭坛、分别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
都要
都要用血来作洁净，除去不洁之人带来的污秽，
来作洁净，除去 洁
带来 污秽，
让上帝的圣洁在以色列人当中彰显、乐意与人同在。

‧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上帝在西乃山给以色列人立约以后，
 人不可以随便来亲近神
 把上帝的圣所划定了一个范围，
上帝的圣所
进到神面前的都必须是圣洁
利未记的第十章

─ 亚伦跟他的儿子受膏担任祭司，

两个儿子拿答跟亚 户，他们献上凡火，当场被上帝击杀。
两个儿子拿答跟亚比户，他们献上凡火，当场被上帝击杀。
 大祭司亚伦 ─ 不能够任何时间进到至圣所，
只有一年一次赎罪日
只有
年 次赎罪日，身上带着血的记号、
身上带着血的记号
手上拿着金香炉、身上穿着素净的衣服，
才可以进到至圣所 在约柜 基路伯之间
才可以进到至圣所，在约柜、基路伯之间，
来参见到耶和华的荣耀
 祭司 ─ 要先经过洁净礼、献上赎罪祭，
要先经过洁净礼 献上赎罪祭
才能够进到至圣所，来洁净至圣所跟会幕的幔子

‧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礼仪大要 ─ 第六节到第十节
 先宰杀公牛，为整个以色列百姓赎罪
 两只公山羊，
 一只被宰杀，为以色列民赎罪
 另一只被选择代表以色列人，
把他们的罪带到旷野无人之处去，再没有人记念
赎罪日的意义 ─ 赎罪的必需
 最圣洁的地方 ─ 会幕，最圣洁的人 ─ 大祭司，
都还有污秽，都需要借着血来洁净
 弹血的仪式 ─ 就是为要来洁净，
就是为要来洁净
 百姓来到会幕，也把他们的罪带来
 事奉神的人，还是有人性的阴暗面
事奉神的人 还是有人性的阴暗面
都需要上帝的洁净

‧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两只公山羊提醒我们 ─ 上帝对待罪的两方面。
另外一只羊圣经上翻译「
另外
只羊圣经上翻译「阿撒泻勒」，
」
这是它的音，没有把意思翻译出来。
 代罪的羔羊；不是拈阄归给了魔鬼
代罪的羔羊 不是拈阄归给了魔鬼
 整本圣经里讲到 ─
这 只羊是要把上帝对付罪的
这一只羊是要把上帝对付罪的
另外一部分意义彰显出来

阿撒泻勒在希伯来文字，
是从一个动词衍生出来
是从
个动词衍生出来 ─ 「把它给打发走」，
加强式的动词 ─ Azazel
上帝的意思 ─ 要把罪在人身上的权势完全除掉，
要把罪在人身上的权势完全除掉
送到旷野，没有人看得到它，连上帝都不再记念了。

‧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两只公山羊提醒我们 ─ 上帝对待罪的两方面。
一只代表人的罪、代表罪在人身上的代价，
只代表人的罪 代表罪在人身上的代价
祭司代表众百姓，
 把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
 奉主的名宰杀这个羊
代表这个羊怎样流血而死，
犯罪的人本身
也应当受到这样的刑罚；
可是这只羊替人而死，
让所有人，能够从此以后为主而活。

‧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祭司的条例
两只羊 ─
 一只被宰杀，代表罪的工价，为人受到罪的刑罚
 另外一只由祭司按手在牠头上，
代表人的罪被送到旷野无人之处去，
 人看不见，连上帝也不再记念人的罪
 人里面罪的权势、捆绑，就不再继续存在

全民一起参与，
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禁食祷告，
为自己过去一年里所有的罪行，
在上帝面前认罪祷告，
再一次接受
上帝在我们身上赦罪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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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所有的献祭、赎罪，到耶稣基督身上得着完全的成就。
耶稣基督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施洗约翰说：
「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基督两方面对付罪， 背负
 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
 把罪的挟制完全除掉
所以把基督徒、每一个世人，
罪的权势，做了最根本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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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讲到 ─ 不只是地上的路通了，
连我们进到天上的路也通了。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 同活过来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
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同复活
同坐在天上

弗二5-6

今天每一个信上帝的人就有了双重的身分，
今天每
个信上帝的人就有了双重的身分
 在地上是地上的国民
 也有很尊贵属灵的身分 ─天上的国民，
天上的国民
与基督一起复活、一起住在天上

─ 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
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流血，
，
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
从圣所进到至圣所的路就开通了，称作又新又活的路 ─
新针对旧、活针对死，人就可以进到上帝面前。
希伯来书第十章

这都是赎罪日所带出最宝贝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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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
稣 督
 不需要为自己来赎罪
 一次献上就完全的成全，
这样的赎罪
在上帝的里永远有效
 进到天上的圣所
 救赎、赦罪永远有功效，
一次献上成了永远的救赎

亚伦大祭司
伦大
 要先为自己赎罪
 要重复地献祭，
耶稣之前、亚伦以后，
稣 前
，
七十多个大祭司每年献祭
 事奉的地方 ─ 地上的圣所
 一再需要赎罪，
表明罪其实还是在的

─ 信主的人得到耶稣基督所开又新又活的路
十
十一章
章 ─ 在信心上长进
 十二章 ─ 在盼望上长进
 十三章 ─ 在爱心上长进

希伯来书第十章

基督徒在主里面灵性成长，在信、望、爱三方面成长。

会幕

圣洁的祭司

进到神面前的道路
上帝给我们一个客观预备的恩典

献祭
进到神面前的经历
每 个信上帝的人主观的经历
每一个信上帝的人主观的经历

祭司
进到神面前的中保
上帝设立，作为我们的帮助
 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 ─ 祭司的就职
 利未记廿一、廿二章 ─ 祭司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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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别跟奉献 ─ 每一个事奉上帝的人，
必须是 个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
必须是一个
归给主的人
 大祭司
 要先洁净自己、换上华丽的衣袍
 摩西为他们抹上膏油、加上冠冕，
冠冕上有字 ─ 归耶和华为圣
 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担任祭司的事奉
 一般的祭司
经过洁净 穿上圣衣 分别为圣 在上帝面前来事奉
经过洁净、穿上圣衣、分别为圣，在上帝面前来事奉
圣别的基础 ─ 得救、除去一切的罪恶、
分别为圣、全人归主、蒙召承担圣洁的事奉。

‧赎罪日 ‧新约的关联‧祭司的就职 ‧祭司的条例
利未记第九章

─光荣的时刻，

祭司开始事奉上帝了！
 亚伦完成祭司的就职礼，
他就出来为百姓祝福祷告
 摩西再把亚伦带到至圣所朝见神，
他再出来 再 次为百姓祝福祷告的时候
他再出来、再一次为百姓祝福祷告的时候，
有耶和华的荣光彰显 ─
有火从耶和华那个地方就出来，
把献在祭坛上的祭牲全部烧掉，
代表上帝的悦纳
 众百姓通通都俯伏在地，
向神来敬拜、来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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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圣职之礼的时候，要宰杀一只承接圣职之礼的羊，
把牠的血抹在祭司 ─

右耳垂
象征耳朵是来听神的话的，
心思意念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活

右手的大拇指
手是接触圣工的
手是接触圣工的，
必须手洁心清的来事奉神

右脚的大拇趾
脚是用来走路的，事奉上帝的人的道路、
生活见证，都要能够来荣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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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承接圣职，
就要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众人的当中
就要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众人的当中，
为百姓祷告、教导律法、领导敬拜、审判案件。
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事奉神 ─
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众人的当中。
教会鼓励弟兄姊妹 ─ 是上帝所设立的小祭司，
操练属灵的恩赐为别人祝福祷告
操练属灵的恩赐为别人祝福祷告…
祝福的「
的 祝」 ─恳求，
，
求上帝把他的福气
丰丰富富的带到这些人的家里、
带到这些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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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今天在教会，主日崇拜聚会结束，
牧师代表上帝为众人祝福祷告，
聚会最终的目的 ─ 一起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林后十三14

前两个是属于客观的、已经预备的恩典，
借着圣灵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
每一次聚会结束，我们带着上帝的祝福，
回到家中、学校、办公室…
这个祝福就变成聚会跟生活中间的桥梁，
让我们带着神的祝福，进到个人的生活，
生活中每一天，我们都经历上帝的祝福跟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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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性上没有瑕疵。
如果祭司身体上面有了残疾，
如果祭司身体上面有了残疾
有人就问，身体有毛病的就不能事奉神？

利未记廿一章十六到二十四节

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提醒人 ─
 身体是圣灵的殿，完整的人才能够事奉神
 身体有瑕疵，就是在礼仪上不洁净
身体有瑕疵 就是在礼仪上 洁净
 身体是代表灵性的，
残疾
性上有
损
身体的残疾代表灵性上有了污损
道德、品格有瑕疵，应当暂时停止事奉，
他的身分没有改，但是工作受到限制。
人跟工作应该相称，
没有残疾的人来献没有残疾的祭牲、来事奉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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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二十一章

─ 在生活上没有瑕疵

1 不可以沾染死尸
1.
死是从罪来的，不容罪恶来玷污
2. 不可以让头光秃、或是在头发上用刀剃
不可以让头光秃 或是在头发上用刀剃
这些原本是异教的习俗，
不可以随从异教
3. 只可以娶以色列人的处女为妻
在婚姻上也必须要谨慎
4. 儿女也不可以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要善于教导自己的儿女，
让整个家庭、夫妻、儿女，
一起来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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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记二十二章 ─ 事奉神要没有瑕疵。
献祭给神的祭牲，
献祭给神的祭牲
 有一部分单单烧在祭坛上面
 有一部分上帝赏给祭司的
 献给神的跟赏给祭司的
不可以混乱
提醒人 ─ 我们在事奉神的时候，
我们在事奉神的时候
 上帝如果赏给我，我存着感谢的心领受
 上帝说单单归给神的，就不可以混乱
上帝说单单归给神的 就不可以混乱
所以献祭的人跟献上的祭牲，都要没有瑕疵，
才能真正蒙神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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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对于事奉他的人 ─ 就是你跟我，
对我们有一个更高的道德要求跟标准，
 生活上要没有瑕疵
 灵性上要没有瑕疵
 事奉上要没有瑕疵
如果这样，谁可以来事奉神？
没有错，我们是不足，
我们是在追求、成长的道路上面。
有长辈提醒我们 ─
我们增进、祷告、思想、生活，
好让我们建立灵命、学识、事奉，
真正作一个可以来事奉上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