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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的意義潔淨的意義
利未記有一個重要的主題 ─ 基督徒要過聖潔的生活；

有關潔淨跟不潔淨律法的規定，很多人有很多的疑惑。

有一次我跟教會的弟兄姐妹到以色列去，

在餐廳吃飯，餐廳的經理跟我們講 ─

我們有人帶著水壺、裏面裝水，

餐廳不可以帶這個東西進來；

因為餐廳裏的餐具算作潔淨的，

不合用的東西就不准帶進來。

原來以色列的餐廳

不但食物有潔淨跟不潔淨的，

連餐具也是有分的。

潔淨的意義潔淨的意義

為什麼？是根據他們對聖經律法的解釋跟應用。

以色列人不管在什麼地方吃東西，他們都問：

這樣的食物是潔淨的嗎？

這跟律法的規定相合嗎？

這跟一個信神的人身分相合嗎？

基督徒有新的思考、聖經裏有新的啟示，

但是基本的精神還是給我們很大的提醒 ─

基督徒跟以色列人一樣，

是上帝特別揀選、拯救的一群；

我們的上帝是一位聖潔的神，

我們應當在凡事上顯示出我們是聖潔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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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地位

潔─ 品格

在地位上面才能單單被神所用

在品格方面分別出來歸屬於神

聖潔的人、被分別為聖的人，如果有了瑕疵，

就變成不是分別為聖給神的人，品德方面還是屬聖潔的人

如果犯罪了，就是屬於不潔淨的人，

就要藉著獻祭，把他的不潔淨能夠變成潔淨

聖 潔 不潔獻祭 獻祭

聖化 潔淨

俗化 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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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潔淨的動物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

牛跟羊是可以吃的，

都是偶蹄類、反芻動物

象徵基督徒對於上帝的道，

應當不斷反覆的思想

或許有屬靈方面的教訓，但是不夠的

潔淨，過去有不同的解釋方法：

1. 健康、衛生的角度 ─

聖經講到的這些食物，

是跟身體健康或者衛生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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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過去有不同的解釋方法：

3. 為了尊重生命 ─

肉食動物是吃別的動物來過活的，

也有一些動物是草食動物，

凡是肉食類就算作不潔淨

4. 為了驅除邪魔

5. 神怎麼規定就怎麼規定，毫無章法可言

6. 比較能夠接受從社會學 ─

為了要讓人能夠單單來敬拜上帝；

瑪麗道格拉斯用社會人類學的角度

解釋潔淨的基本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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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身體應當是完整的、

沒有殘疾、沒有瑕疵，

身體上的疾病 ─ 嚴重的皮膚病、大痲瘋，

就是身體上不完整，

在禮儀上就看作不潔淨。

純全─ 聖經講到純金，沒有一點摻雜的

完全、完整、沒有任何的瑕疵

我們的上帝就是完全純淨、沒有任何瑕疵的神，

我們既然要把自己獻給神、獻禮物給神，

應當把上帝的這方面的屬性反映出來。

‧聖跟潔的區別‧基本意義‧彼得見異象 ‧新的意義 ‧新約的意義

幫助我們瞭解利未記十一章到十五章 ─

肉食方面、生產、婦女月經期間、

血漏、夫妻同房、皮膚病，

都算作禮儀上的不潔淨，但是跟罪都無關。

提醒以色列百姓，他們是分別為聖歸給上帝的百姓。

身體的排泄物、身體排出來的，就算作不潔淨，

人的糞便

血在身體裏是代表生命，如果流血了，

這個血就算作禮儀上的不潔淨，

包括殺人流血、婦女每個月的經血

夫妻同房有精液排出來

只要是身體排出來的，都算作禮儀上面的不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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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 聖經分成三大類，

典型的 ─ 潔淨，像空中的鳥、海裏的魚、地上的走獸

非典型的 ─ 不潔淨，譬如像蝙蝠，

看起來像鳥類 ─ 會飛，身體像是走獸 ─ 老鼠，

介乎這兩個中間，就算作不潔淨的動物

肉食的動物，應該吃草卻吃動物，也算作不潔淨

以色列人把人也分成三大類

祭司 ─ 潔淨的，來獻祭給神的

以色列人 ─ 可以親近神的，上帝的選民

猶太人以外的 ─ 通通都稱作外邦人，

我們這些人就是屬於外邦人 ─ 不潔淨

這樣子的分別，在耶穌基督裏已經完全排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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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說：「這些動物我從小就沒有讓牠進我的口，

我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猶太人。」

上帝對他講 ─ 「神所潔淨的，

人不可以把它當作是不潔淨。」

底下有人敲門：「我們是哥尼流家的人，

找你到他家傳福音，上帝向他顯現 ─

『你的虔誠上帝已經知道、

你的禱告上帝已經聽見，

你對窮人的賙濟，上帝都知道了』…」

彼得這時才曉得，原來所見到的異象，就是指著這件事情說的。

使徒行傳的第十章 ─ 耶穌的門徒彼得見到異象。

有天上的大布降下來，裏面有各種的飛禽走獸

─「彼得，起來，宰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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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進到哥尼流家，一開始就講 ─

你們找我來是向你們傳福音，可是 ─

外邦人進到猶太人家，是不合規定的

猶太人到外邦人家，也是不合規定的

彼得還是受到過去傳統觀念的影響，

上帝已經給他新的啟示，他還是難突破。

彼得講道都還沒講完，

聖靈就降臨在哥尼流家的人身上，

他們被聖靈充滿、就說出方言來了！

彼得一看 ─ 上帝的聖靈降在這些人身上，人身上，

我們還要做什麼呢？

就奉主的名，為哥尼流全家的人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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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十五章 ─ 耶路撒冷大會討論到

外邦的信徒怎麼能夠信耶穌？

彼得親身的經歷，作了最後的結論：

上帝已經讓這些人分別為聖了，
人不可以用規條

再加在這些人的身上。

我們這些信耶穌的人，

原本被稱作外邦人、

在神恩典的約裏沒有分；

在耶穌基督裏，卻把隔斷的牆完全拆掉，

在耶穌基督裏，都合而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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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淨律法的目的，原本的作用是要區別 ─

猶太人跟外邦人、聖品人跟平信徒、潔淨跟不潔淨；

但是現在，就有了更新的意義：

1. 要過一個分別為聖聖潔的生活 ─

在每一天日常生活中，要分別為聖，

吃什麼、穿什麼、喝什麼、住在哪裏，

通通要分別為聖

2. 非聖潔人不能夠來親近神─

我們的神是一位聖潔的神，

這是要過一個聖潔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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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把一切異教敬拜的習俗，完全的排除掉 ─

迦南那個地方拜巴力，巴力是掌管生殖的神，

敬拜禮儀中，摻雜了性交的儀式，

後來就變成人放縱罪惡的一個藉口。

一個地方倫理道德敗壞，不一定性道德敗壞

一個地方性道德敗壞，一定倫理道德是敗壞

巴力崇拜 ─ 上帝非常厭惡的一個異教敬拜。

以色列敬拜當中，上帝就吩咐人 ─

不可以去跟這些人、有類似這樣的習俗，

要以色列人有一個聖潔的敬拜。

敬拜這位真神，我們的生活、行為、

各方面要表裡一致，跟聖潔的神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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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護以色列民中的婦女，

免得她們遭受到別人對她們性侵害。

夫妻同房，就算作禮儀上不潔淨一天，

上帝特別提醒人，

要保持著一個聖潔的婚姻。

5. 保護以色列百姓的健康、

身體的潔淨、衛生，

以色列的營裏都規定 ─

要在營外挖掘廁所，

把汙穢的東西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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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帶來新的國度、新的秩序，

對潔淨的律法，就有更新的啟示 ─

1. 所有的人，不管猶太人、基督徒，在基督裏都合而為一。

以弗所書第二章 ─ 聖殿裏原本好像立了一個牆，

「外邦人不可以越過這個牆…」

聖殿的牆把猶太人跟外邦人作了區別。

耶穌死了以後、立下救恩，

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裏 ─

弗二14 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聖殿在公元七十年，羅馬提多將軍攻擊下，

耶路撒冷破了、聖殿被毀了、牆也都被拆掉，

象徵猶太人跟外邦人中間隔斷的牆，已經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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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老師，是在猶太人的大學得到他的學位，

他很多同學都是猶太人的拉比─

拉比就是猶太人的教士，好像我們講牧師。

有人問 ─

「你要把我們變成基督徒、跟你一樣？」

他就說：「我的責任 ─

不是要把外邦人變成猶太人，

也不是要把猶太人變成外邦人，

而是我們通通都要回轉歸向上帝，

在上帝裏面，人都合而為一，

不再有民族、血統…的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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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二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這個真理又在教會歷史被埋沒了一千多年，

到馬丁路德時才宣揚「全民皆祭司」。」。

今天教會，牧師、長老、執事、每個弟兄姊妹，姊妹，

我們都擔任上帝國度的祭司，一起來事奉上帝事奉上帝。

2. 新約除去了聖品人跟平信徒之間的區別

上帝選召以色列百姓成為祭司的國度，是沒有區分的；

猶太人軟弱、退後，變成「有祭司的國度」

原本上帝是要他們「整個國家都是祭司」

到了新約耶穌基督的時候，再一次把它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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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基督在世界上傳揚福音的時候，

祂也醫治各樣不潔淨的疾病 ─

血漏的婦人，到耶穌那裏就得到了醫治

大痲瘋病人，耶穌用手按他，讓他得到潔淨

最不潔淨的就是死亡，

耶穌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

耶穌是生命的主，

讓所有不潔淨的，通通得到潔淨！

叫管會堂睚魯的女兒復活

拿因城寡婦的兒子死了，

耶穌在前往葬禮的路上，

按手在孩子的遺體上，他就從死裏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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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約把所有關於食物的不潔淨，通通取消了，

今天我們吃肉類，已經沒有任何的區別，

可以放心的吃，但屬靈意義還是在。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

我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是可行的，

但不都是榮耀上帝

我們做什麼事情通通都可行，

但也都要讓自己有益處、讓別人得福氣

有關肉食，可以從健康、衛生角度來看它，

但是上帝的國裏，我們已經得到自由、沒有任何限制。

求上帝賜恩給大家 ─ 讓我們在有關於潔淨都能夠想到，

我們都是屬神的子民，在各樣事上，都要過榮耀神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