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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摘錄洪同勉牧師利未記�



利未記---主旨與卷名�
�  出十九6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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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同勉牧師-
天道註釋） 
◦  「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  祭司---神跟人中間的中保 
◦  在神面前代表人---向神禱告，獻祭，認罪，代求 
◦  代表神進到人中間---把神的福帶到眾人中間 

圖表摘錄：賴建國摩西五經多媒體教學�



利未記文學結構-交叉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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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禮儀方面的潔淨或不潔淨

   食物,生產,男女關係,都跟罪無關	

D第十六章---贖罪日（核心）

� 親近神,潔淨自己成為聖潔的國民	
� 人要聖潔,祭司要聖潔,祭壇要聖潔	
� 提醒以色列百姓要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C`.十七章到二十章---道德方面的不潔淨

    婚姻,男女關係,婚姻以外的性行為,跟罪有關	

B`.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祭司的條例	

A`.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敬拜，節期	

摘錄：賴建國摩西五經多媒體教學�



作業�
� 利未記十六章閱讀兩遍以上，用想像去

讀 
� 分享自己 感動的經文 



五種獻祭-燔祭(ㄧ:1~17)�

�  燔祭：焚獻祭 
�  全燒在壇上 ：自己完全奉獻給神的心． 
�  可以獻牛，羊，斑鳩等：按自己的力量． 
�  自願獻祭（馨香的火祭） 



燔祭獻祭的過程�
�  1 .獻祭者將祭牲帶到會幕門口。�
�  2 .獻祭者按手在祭牲頭上。�
�  3 .獻祭者親手宰殺祭牲。�
�  4 .祭司把祭牲的血灑在祭壇周圍。�
�  5 .獻祭者剝去祭牲的皮。�
�  6 .獻祭者將祭牲切成塊。�
�  7 .祭司用水將祭牲的臟腑與腿洗淨。�
�  8 .祭司將祭肉、臟腑與腿全燒在壇上。�
�  ※以斑鳩或雛鴿為祭物時， 祭司要揪下頭， 

將鳥的嗉子與羽毛除掉， 拿著鳥的兩翅膀
將鳥撕開，但不可撕斷， 才獻在祭壇上。�



五種獻祭-素祭(二:1~16)�

�  素祭：穀物祭 
�  取初熟之物：代表對神的感謝． 
�  祭司和利未人主要收入 
�  很像現在十一奉獻 
�  自願獻祭（馨香的火祭） 



素祭獻祭的過程�

�  1.素祭要在血祭之後才能獻。�
�  2.獻祭者將麵粉加一些油，帶這些麵粉以

及乳香到祭司面前。�
�  3.祭司取一把麵粉以及全部的乳香燒在壇

上，配鹽而獻。�
�  4.祭物不可加酵、不可加蜜。�
�  5.剩下沒有獻的麵粉歸供職的祭司們，在

會幕的院子裡吃。�
�  ※若是祭司為自己獻素祭時，全部的麵粉

都要獻上，不能食用。�



五種獻祭-平安祭(三:1~17)�

�  平安祭：交通團契（大家都可以分享） 
�  感恩見證會：經歷神大恩典，危難中許願還願，心裡

感動． 
�  他若為感謝獻上，就要用調油的無酵餅和抹油的無酵

薄餅，並用油調勻細麵做的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 
�  感恩祭一天吃完，還願或甘心祭兩天內吃完． 
�  自願獻祭（馨香的火祭） 



平安祭獻祭的過程�

� 1.獻祭者將祭牲帶到會幕門口。�
� 2.獻祭者按手在祭牲頭上。�
� 3.獻祭者親手宰殺祭牲。�
� 4.祭司把祭牲的血灑在祭壇周圍。�
� 5.祭司取出祭牲的脂油（包含臟腑與尾

巴等上的），燒在壇上。�
� 6.搖祭、舉祭、奠祭�
� 7 .可帶餅（其他食物）與平安祭祭肉同

吃。�



五種獻祭-贖罪祭(四:1~五:13)�

�  贖罪祭：潔淨祭，律法規定必須獻的（利 4:14,23,28 ） 
�  贖罪祭對於所犯的罪須出於誤犯（利 4:2,13,22,27）人若故意

犯罪，贖罪祭便沒功效（民 15:30-31） 
�  個人單單得罪神跟得罪人不一定有關（耶和華所吩咐不可行

的事） 
�  犯罪是人跟神之間的關係被破壞，贖罪祭使人重新得恩典， 



誤犯罪的解釋�
�  無論如何，只有誤犯的罪，罪祭才能發揮贖罪功效。故意或擅敢行

事的，罪無可赦，必被剪除（出卅一14；利七20；民十五30、31）。 
�  但必須注意誤犯並非無意（現中）或不知不覺（呂振中譯本），因

為知情不報（五1）、冒失起誓（五4）屬明知故犯，絕對不是出於
無知。 

�  其實原文誤（ גָגָהְׁשִּב ）源自（ גֵגֹׁש ）這字有行差踏錯、偏離目標的
意思（申廿七18；詩一一九10；箴五23），從這字引伸出來的動詞
其幾個不同翻譯，誤行（五18；民十五28）乃因為被誘惑（伯十二
16）或走迷了路（詩一一九67）和屬乎血氣（創六3） 。 

�  這些雖是明知故犯，但總括：「這是一切出於血肉軟弱的罪」，思
高譯本翻「不慎」，實在是較近原意， 

�  從神恩典的眼光看來，就是身不由己的行動，受血肉牽引，情有可
原，准予贖罪。故意犯罪表示強硬抗拒律法的權威，存示威的心向
神挑戰，所以不會求饒也不能獲得赦免。�

（摘錄自洪同勉牧師-天道註釋）�



五種獻祭-贖罪祭(四:1~五:13)�

�  我若知道自己犯罪了，在神眼中我就是該死
的，我不能如平日一般到會幕獻燔祭，素祭，
平安祭，跟神有美好關係．神說我需要獻贖
罪祭．�

�  4我要牽公牛到會幕門口，在耶和華面前按手
在牛的頭上（代表牛代替他），把牛宰於耶
和華面前。 

�  獻祭前：我是死的，牠是活的． 
�  獻祭後：牠為我死，我因祂而活． 
�  贖罪祭預表耶穌基督的救恩． 
�  實例（五：1~13) 



五種獻祭-贖愆祭(五:14~六:7)�

�  贖愆祭：賠償祭 
�  耶和華的聖物：指的是「屬於耶和華的財物」，包含丁

稅 、初熟之物、當獻的十分之一等。可能是 該獻的沒獻
上，或誤吃不應該吃的聖物。 

�  實例（六：1~7) 
�  五個祭是在西奈山頒佈的。（七：37~38) 



贖罪，贖愆祭獻祭的過程�
�  1.獻祭者將祭牲帶到會幕門口。�
�  2.獻祭者按手在祭牲頭上（全會眾犯罪則由長老代表按手）。�
�  3.獻祭者親手宰殺祭牲。�
�  4.如果是獻牛，則祭司要取些血進入聖所，用指頭蘸血對隔著至聖所

的幔子彈血七次，把血抹在香壇的四角。�
�  5.祭司把血倒在祭壇腳下。�
�  6.祭司取出祭牲的脂油（包含臟腑與尾巴等上的），燒在壇上。�
�  7a.祭牲為牛時（祭司或全會眾犯罪），祭司要將牛的肉、頭、腿、

臟、腑、糞取至營外焚毀。�
�  7 b . 祭牲為羊時（ 官長或個人犯罪， 以及贖愆祭），獻祭的祭司要

吃祭肉，眾祭司都可吃。�
�  7c.個人犯罪以斑鳩或雛鴿為祭物時，祭司要揪下頭，將鳥的嗉子與

羽毛除掉，拿著鳥的兩翅膀將鳥撕開，但不可撕斷，才獻在祭壇上。�
�  7d.個人犯罪以細麵為祭物時，不可加油與乳香，不同於素祭。�





節期：安息日�

�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聖安息日，當有
聖會；你們甚麼工都不可做。這是在你
們一切的住處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 耶穌說: “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
為安息日設立的。”(可二:27) 祂還說: 
“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
作善事是可以的。”(太十二:12)  

�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節期：逾越節�
�  5「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是耶和華

的逾越節。 
�  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酵節；你們

要吃無酵餅七日。 
�  逾越節原本分為逾越節和無酵節 (利未

記 23:6-8)， 這兩個節期是關連的。 逾越
節是記念在離開埃及的前一夜，天使擊殺
埃及地所有的長子，卻越過以色列人的房
屋，拯救了以色列各家。 無酵節是記念
在埃及匆忙離開的苦境，當時甚至沒時間
讓麵酵發起來。  



節期：五旬節（七七節，初熟節）�
�  利23：15 ~ 22�
�  「你們要從安息日的次日，獻禾捆為搖祭的那日算起，要滿

了七個安息日。到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又要
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 

�  要從你們的住處取出細麵伊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兩個搖
祭的餅，當作初熟之物獻給耶和華。又要將一歲、沒有殘疾
的羊羔七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兩隻，和餅一同奉上。這
些與同獻的素祭和奠祭要作為燔祭獻給耶和華，就是作馨香
的火祭獻給耶和華。 

�  你們要獻一隻公山羊為贖罪祭，兩隻一歲的公綿羊羔為平安
祭。 祭司要把這些和初熟麥子做的餅一同作搖祭，在耶和
華面前搖一搖；這是獻與耶和華為聖物歸給祭司的。 

�  當這日，你們要宣告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這在你
們一切的住處作為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在你們的地收
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要留給窮人
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節期：吹角節&贖罪日�
�  利23:24「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

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當
有聖會。�

�  25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
耶和華。」 

�  27「七月初十是贖罪日；你們要守為聖會，
並要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  28當這日，甚麼工都不可做；因為是贖罪
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贖罪。 

�  32你們要守這日為聖安息日，並要刻苦己
心。從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
為安息日。」 



節期：住棚節�
�  利23:34「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

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 
�  第一日當有聖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內要將火

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這是嚴肅會，甚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  住柵節是一歷史性的節期，以色列民在安居的日子必須紀
念昔日在曠野漫長的流浪住棚的生活。這節期共有八天，
每天都要獻祭。百姓要在帳棚中住七天 ，在神面前歡樂。
為期七天， 後以舉行聖會來結束。 

�  在那一 個星期內，百姓都住在一些用樹枝搭建起來的棚
或小屋（尼 8:14-18 ），記念神帶領他們離開埃及和穿過
曠野的看顧 。這期間所獻上的祭牲總計有一百八十九隻
之多（民 29:12-38 ）。同時他們也慶祝秋天果子和橄欖的
收成（ 出 23:16 ）；根據 亞 14:16，這節期也會在千禧年
的時候舉行。�



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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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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