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贖罪日‧新約的關聯 ‧祭司的就職 ‧祭司的條例

利未記最中間的一章，就是講到贖罪日。

1973 年，以色列跟周圍的阿拉伯國家發生了戰爭，

歷史稱作「贖罪日戰爭」。

為什麼阿拉伯國家選這一天發動攻擊呢？

因為他們曉得，以色列人這天全國放假，

所有的百姓都在自己的家裏禁食禱告。

但是以色列人過不久就全國總動員，

很快的就讓這個戰爭發生了逆轉！

贖罪日的時間 ─

以色列人曆法七月初十日

約相當於陽曆

九月下旬到十月的上旬

贖罪講到人需要贖罪，敬拜的場所也需要贖罪，

以色列人敬拜的場所 ─ 會幕或是聖殿，

像祭壇、分別聖所跟至聖所的幔子，

都要用血來作潔淨，除去不潔之人帶來的污穢，

讓上帝的聖潔在以色列人當中彰顯、樂意與人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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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西乃山給以色列人立約以後，

人不可以隨便來親近神

把上帝的聖所劃定了一個範圍，

進到神面前的都必須是聖潔

利未記的第十章 ─ 亞倫跟他的兒子受膏擔任祭司，

兩個兒子拿答跟亞比戶，他們獻上凡火，當場被上帝擊殺。

大祭司亞倫 ─ 不能夠任何時間進到至聖所，

只有一年一次贖罪日，身上帶著血的記號、

手上拿著金香爐、身上穿著素淨的衣服，

才可以進到至聖所，在約櫃、基路伯之間，

來參見到耶和華的榮耀

祭司 ─ 要先經過潔淨禮、獻上贖罪祭，

才能夠進到至聖所，來潔淨至聖所跟會幕的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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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大要─ 第六節到第十節

先宰殺公牛，為整個以色列百姓贖罪

兩隻公山羊，

一隻被宰殺，為以色列民贖罪

另一隻被選擇代表以色列人，

把他們的罪帶到曠野無人之處去，再沒有人記念

贖罪日的意義─ 贖罪的必需

最聖潔的地方 ─ 會幕，最聖潔的人 ─ 大祭司，

都還有污穢，都需要藉著血來潔淨

彈血的儀式 ─ 就是為要來潔淨，

百姓來到會幕，也把他們的罪帶來

事奉神的人，還是有人性的陰暗面

都需要上帝的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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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公山羊提醒我們 ─ 上帝對待罪的兩方面。

一隻代表人的罪、代表罪在人身上的代價，

祭司代表眾百姓，

把手按在這個羊的頭上

奉主的名宰殺這個羊

代表這個羊怎樣流血而死，

犯罪的人本身

也應當受到這樣的刑罰；

可是這隻羊替人而死，

讓所有人，能夠從此以後為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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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公山羊提醒我們 ─ 上帝對待罪的兩方面。

另外一隻羊聖經上翻譯「阿撒瀉勒」，

這是它的音，沒有把意思翻譯出來。

代罪的羔羊；不是拈鬮歸給了魔鬼

整本聖經裏講到 ─

這一隻羊是要把上帝對付罪的

另外一部分意義彰顯出來

阿撒瀉勒在希伯來文字，

是從一個動詞衍生出來 ─ 「把它給打發走」，

加強式的動詞 ─Azazel
上帝的意思 ─ 要把罪在人身上的權勢完全除掉，

送到曠野，沒有人看得到它，連上帝都不再記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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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隻羊─

一隻被宰殺，代表罪的工價，為人受到罪的刑罰

另外一隻由祭司按手在牠頭上，

代表人的罪被送到曠野無人之處去，

人看不見，連上帝也不再記念人的罪

人裏面罪的權勢、捆綁，就不再繼續存在

全民一起參與，

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禁食禱告，

為自己過去一年裏所有的罪行，

在上帝面前認罪禱告，

再一次接受

上帝在我們身上赦罪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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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到施洗約翰那邊受洗，施洗約翰說：
「看哪！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穌基督兩方面對付罪，

在十字架上面為我們捨身流血

把罪的挾制完全除掉

所以把基督徒、每一個世人，

罪的權勢，做了最根本的解決。

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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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所有的獻祭、贖罪，到耶穌基督身上得著完全的成就。

希伯來書第十章 ─ 耶穌釘十字架為我們捨身流血，

斷氣的時候，聖殿裏面的幔子從上到下裂成兩半，

從聖所進到至聖所的路就開通了，稱作又新又活的路 ─

新針對舊、活針對死，人就可以進到上帝面前。



聖經講到 ─ 不只是地上的路通了，

連我們進到天上的路也通了。

弗二5-6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

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今天每一個信上帝的人就有了雙重的身分，

在地上是地上的國民

也有很尊貴屬靈的身分 ─ 天上的國民，

與基督一起復活、一起住在天上

這都是贖罪日所帶出最寶貝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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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大祭司耶穌基督

要先為自己贖罪

要重複地獻祭，

耶穌之前、亞倫以後，

七十多個大祭司每年獻祭

事奉的地方 ─ 地上的聖所

一再需要贖罪，

表明罪其實還是在的

不需要為自己來贖罪

一次獻上就完全的成全，

這樣的贖罪

在上帝的裏永遠有效

進到天上的聖所

救贖、赦罪永遠有功效，

一次獻上成了永遠的救贖

希伯來書第十章 ─ 信主的人得到耶穌基督所開又新又活的路

十一章 ─ 在信心上長進

十二章 ─ 在盼望上長進

十三章 ─ 在愛心上長進

基督徒在主裏面靈性成長，在信、望、愛三方面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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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的祭司聖潔的祭司
會幕

進到神面前的道路

上帝給我們一個客觀預備的恩典

獻祭
進到神面前的經歷

每一個信上帝的人主觀的經歷

祭司
進到神面前的中保

上帝設立，作為我們的幫助

利未記第八章到第十章 ─ 祭司的就職

利未記二十一、二十二章 ─ 祭司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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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別跟奉獻 ─ 每一個事奉上帝的人，

必須是一個分別為聖歸給主的人。

大祭司

要先潔淨自己、換上華麗的衣袍

摩西為他們抹上膏油、加上冠冕，

冠冕上有字 ─歸耶和華為聖
在上帝面前分別為聖擔任祭司的事奉

一般的祭司

經過潔淨、穿上聖衣、分別為聖，在上帝面前來事奉

聖別的基礎 ─ 得救、除去一切的罪惡、

分別為聖、全人歸主、蒙召承擔聖潔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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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聖職之禮的時候，要宰殺一隻承接聖職之禮的羊，

把牠的血抹在祭司─

右耳垂
象徵耳朵是來聽神的話的，

心思意念要按照神的心意來活

右手的大拇指

手是接觸聖工的，

必須手潔心清的來事奉神

右腳的大拇趾

腳是用來走路的，事奉上帝的人的道路、

生活見證，都要能夠來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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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第九章 ─ 光榮的時刻，

祭司開始事奉上帝了！

亞倫完成祭司的就職禮，

他就出來為百姓祝福禱告

摩西再把亞倫帶到至聖所朝見神，

他再出來、再一次為百姓祝福禱告的時候，

有耶和華的榮光彰顯 ─

有火從耶和華那個地方就出來，

把獻在祭壇上的祭牲全部燒掉，

代表上帝的悅納

眾百姓通通都俯伏在地，

向神來敬拜、來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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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承接聖職，

就要把上帝的祝福帶到眾人的當中，

為百姓禱告、教導律法、領導敬拜、審判案件。

祝福的「祝」 ─ 懇求，

求上帝把祂的福氣

豐豐富富的帶到這些人的家裏、

帶到這些人的身上。

今天基督徒也是這樣事奉神 ─

把上帝的祝福、帶到眾人的當中。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 ─ 是上帝所設立的小祭司，

操練屬靈的恩賜為別人祝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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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今天在教會，主日崇拜聚會結束，

牧師代表上帝為眾人祝福禱告，

聚會最終的目的 ─ 一起領受上帝的祝福。

林後十三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前兩個是屬於客觀的、已經預備的恩典，

藉著聖靈就變成我們主觀的經歷。

每一次聚會結束，我們帶著上帝的祝福，

回到家中、學校、辦公室…
這個祝福就變成聚會跟生活中間的橋樑，

讓我們帶著神的祝福，進到個人的生活，

生活中每一天，我們都經歷上帝的祝福跟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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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二十一章 ─ 在生活上沒有瑕疵

1. 不可以沾染死屍

死是從罪來的，不容罪惡來玷污

2. 不可以讓頭光禿、或是在頭髮上用刀剃

這些原本是異教的習俗，

不可以隨從異教

3. 只可以娶以色列人的處女為妻

在婚姻上也必須要謹慎

4. 兒女也不可以有任何不好的事情

要善於教導自己的兒女，

讓整個家庭、夫妻、兒女，

一起來事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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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廿一章十六到二十四節 ─靈性上沒有瑕疵。

如果祭司身體上面有了殘疾，

有人就問，身體有毛病的就不能事奉神？

它基本的意思就是提醒人 ─

身體是聖靈的殿，完整的人才能夠事奉神

身體有瑕疵，就是在禮儀上不潔淨

身體是代表靈性的，

身體的殘疾代表靈性上有了污損

道德、品格有瑕疵，應當暫時停止事奉，

他的身分沒有改，但是工作受到限制。

人跟工作應該相稱，

沒有殘疾的人來獻沒有殘疾的祭牲、來事奉神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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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二十二章 ─事奉神要沒有瑕疵。

獻祭給神的祭牲，

有一部分單單燒在祭壇上面

有一部分上帝賞給祭司的

獻給神的跟賞給祭司的

不可以混亂

所以獻祭的人跟獻上的祭牲，都要沒有瑕疵，

才能真正蒙神悅納。

提醒人 ─ 我們在事奉神的時候，

上帝如果賞給我，我存著感謝的心領受

上帝說單單歸給神的，就不可以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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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對於事奉祂的人 ─ 就是你跟我，

對我們有一個更高的道德要求跟標準，

生活上要沒有瑕疵

靈性上要沒有瑕疵

事奉上要沒有瑕疵

如果這樣，誰可以來事奉神？

沒有錯，我們是不足，

我們是在追求、成長的道路上面。

有長輩提醒我們 ─

我們增進、禱告、思想、生活，

好讓我們建立靈命、學識、事奉，

真正作一個可以來事奉上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