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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事信息选读

一、2 月 4 日杨弟兄在会所受浸归入主名。

利未记主要是说到蒙神救赎的人凭着帐幕，靠着供物，藉着祭

二、2 月 17 日周六晚劳伦斯区在会所爱宴和相调聚会。

司，得与神交通，事奉神，并作神圣别的子民，过圣别的生活

三、Joanna 于 2 月 7 日周三早上顺利生产，男孩 Noah,体重 6

以彰显神。与神交通的意思是与神同席，与神同享基督。这是

磅 12 盎司，母子平安。

凭着帐幕，靠着供物，并藉着祭司才可能作到的，而这些今天

召会追求进度

对我们全是基督。我们与神同享基督的结果，就是成了神圣别

圣经主题：一周速读《利未记》

的子民，过圣别的生活。这圣别的生活乃是享受基督的结果。

为着预备接下来的利未记结晶读经追求，本周我们花一周的时
间快速的把利未记一共 27 章速读一遍。我们在周讯末了提供追
求进度表和研讨问题，建议每天读 4-5 章，探讨并研读一些你
感兴趣的题目。
本次训练的第一篇信息就是鸟瞰利未记，让我们看到神对祂的
子民如何敬拜祂有许多要求，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在敬拜神的事
情上需要受神的训练，甚至我们如何过一个圣别、洁净、喜乐
的生活也是需要受训练的，不是随随便便、我行我素就可以达
到神的目标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信息讲到燔祭，第四篇和第五
篇信息讲到素祭，第六篇和第七篇信息讲到赎罪祭，第八篇和
第九篇信息讲到赎愆祭，第十篇到第十二篇信息讲到平安祭。
为着帮助大家记忆这五种基本的祭物，还有两种添加的祭物：
摇祭和举祭，我们编写了以下诗歌，供大家学习。我们当用各
样的智慧，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便宜的
路，乃是需要我们花时间来到主的话语面前，与主交通祷告，

我们与神同享基督，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圣别的生活；在这种
生活中，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圣别的。我们这些蒙神
救赎的人，凭着帐幕，靠着供物，并藉着祭司，就得以接触神，
藉享受基督与神交通，在基督里事奉神，并成为在基督里圣别
的子民，过圣别的生活。
利未记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蒙神救赎的人在交通、事奉和
生活上的一切。司可福博曾指出，利未记的每一页都可看到基
督。在利未记，基督是一切。祂是供物，祂是大祭司，祂是蒙
神救赎之人生活上的一切。所以，利未记是一卷论到基督且满
了基督的书。 利未记可分为五段：关于献祭的条例（一～
七）；关于事奉的条例（八～十）；关于生活的条例（十一～
二二）；关于节期的条例（二三）以及其他的条例与警告（二
四～二七）。
出埃及记与利未记之间有重大的分别。头一个分别，是神说话
的地方。在出埃及记，神是在西乃山，就是一座光秃的山上说

付代价让主的话构成在我们里面。

话；在利未记，神是在帐幕，就是一座建筑里说话。

诗歌——经历基督作祭物 调用大本诗歌 74 首

在这里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在利未记中，神在那里？在创世

版本一

又回到诸天之上。在出埃及记中，神是在西乃山，在利未记中，

燔祭素祭平罪愆，摇祭举祭奠祭添；

神是在帐幕里。在创世记中，神在诸天之上。在出埃及记中，

坛上燔祭天天献，四有二无素祭全；

神下来停在西乃山上，要作工建造祂在地上的居所。到出埃及

赎罪之祭烧营外，赎愆之祭遮罪愆；

记末了一章，帐幕立起来，帐幕里的器具也摆设好，神就进到

摇祭以胸表复活，右腿举祭喻升天；
所有祭物为平安，基督浇奠神人欢。
版本二
燔祭素祭平罪愆，摇祭举祭奠祭添；

记中，大体说来，神是在诸天之上。祂有时来地上访间，然后

帐幕里，住在其中。现今在利未记，神是在帐幕，就是会幕里，
且在会幕里说话。利未记的头一节和末了一节指明，整卷书就
是神说话的记载。开始于一章一节的说话，不是在诸天之上，
也不是在西乃山上，乃是在帐幕里。今天神的说话也是在帐幕
里，这帐幕就是召会。按照这里豫表的原则，神是在作祂帐幕，

牛羊雏鸽作燔祭，四有二无素祭献；

作祂会幕的召会中说话。这会幕就是神的出口，神说话的地方。

基督受死救赎成，神人和好平安行；

在召会中，神常常说话。一个基督徒团体在实际上并实行上有

复活升天成那灵，时时享受作生命；

多少程度是召会，乃在于那里有多少神的说话。倘若某个基督

复活升天成那灵，时时享受作生命。

徒团体没有神的说话，人就很难把这样的团体看为召会。

按照豫表，会幕在那里，那里就有神的说话。以色列人在成千

四福音启示，那位原在诸天之上、摸不着的神，有一天成了一

的帐幕中安营，但神的说话只在一个帐幕里，这是独一的帐幕

个帐幕，就是在地上的一个人。祂下到地上来，不是在神的形

－会幕。会幕的一个特征就是神的说话。帐幕本身及其一切器

状里，乃是在人的形状里，将自己向我们陈明出来。这一位是

具都可翻制或仿造，但神的说话却不能如此。神的说话无法仿

谁？祂是人还是神？祂乃是神人。我们的神今天不仅在诸天之

作造、翻制或模仿。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别人可以模仿、仿

上作神，因为祂这位神人，已经在人的形状里来到地上，成了

作造或翻制召会中许多的事物，但有一件事无法模仿，就是神

一个帐幕。

的说话。神的说话是独一的，完全在于神而不在于人。

出埃及记里的帐幕是可进入的。藉着成为肉体，我们的神不仅

帐幕的宝贵不在于其中的金子。埃及的金子比帐幕里的多。帐

成了一个人，也成了一个可进入的帐幕。神命定所有的以色列

幕的宝贵乃在于神的说话。今天召会也是一样。召会的宝贵乃

人都作祭司，（出十九６，）都有权利和特权进入帐幕，就是

在于神的说话，或者更好是说，在于说话的神。赞美主，我们

进到神里面，并住在神里面。旧约的祭司能进到帐幕里，今天

在召会中有神的说话！这说话对我们乃是宝贵贝。

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能进到神里面，并住在神里面。新

出埃及记里有火焰，是基于彰显神公义的律法；利未记里有无

约说到住在神里面。（约壹四 15，13，三 24，二６。）这位

限的恩典，是基于彰显神公义之基督的救赎。出埃及记里有火

成为肉体的神，成了我们的住处，我们的家，就是我们享受的

焰、律法的颁布、以及神公义的显出。利未记里所启示的不是

地方。

神的律法，乃是基督的救赎，如供物所表征的。出埃及记里有

我们在利未记看见蒙救赎者的敬拜与生活。我们不该跟从一般

定罪人的律法，但利未记里却有救赎的基督。所以，在利未记

人对敬拜的领会。按照一般的领会，敬拜就是下跪，或是守仪

里，神的公义不是藉着火焰来彰显，乃是藉着无限的恩典来彰

式的礼拜。但这不是圣经所说敬拜的含意。在圣经里，敬拜指

显。在出埃及记里，神从火焰中说话；但在利未记中，神在祂

明我们与神接触，与神享受共同的分，使我们与祂有交通。在

的恩典里说话。我们在利未记所看见的，不是火焰，乃是神的

利未记，敬拜乃是藉着与神享受共同的分以接触神，其结果就

同在成为赐给祂赎民独一的恩典。

是在祂面前与祂有交通，并彼此有交通。这就是敬拜神。

在出埃及记，火焰使人惧怕神；在利未记，基督的救赎使人得

我们多年来一直想要实行这种敬拜。然而，我必须诚实的说，

以亲近神。在出埃及记，神是可畏的一位，没有人敢就近祂或

我们不是实行得很成功。似乎我们生下来就有宗教敬拜的观念。

亲近祂。在利未记，基督的救赎使人不仅得以亲近神、就近神， 不仅如此，我们许多人都在宗教敬拜的环境中长大，学习实行
更能与祂同吃，就是与祂共享相交。今天在召会中，神是可亲

宗教的敬拜。结果，宗教的敬拜成了我们这人的一部分。这拦

近的。我们可以接触祂，与祂共享相交，一同享受基督。这是

阻我们，使我们无法有圣经中所启示的那种敬拜。

利未记中的启示。

关于敬拜，我们需要改观念。每逢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该有的

出埃及记四十章说到帐幕，但接续出埃及记，利未记一章一节

一种敬拜，就是藉着享受基督作我们与神并彼此共同的分，来

却说到会幕。帐幕与会幕这两个辞，是指同一样东西。帐幕是

接触神。我们若是对敬拜有这样的领会，当我们来到聚会中，

居所，会幕是聚会的地方。帐幕是给神居住的，会幕是给祂子

就必会分享在日常生活中对基督的经历与享受。我们可以藉着

民相聚的。帐幕是神的居所，而这居所也是神子民聚集的中心； 赞美、祷告或见证来作这事。
因此，就称作会幕。会幕是神与祂赎民相聚的地方。今天召会

我们需要放下宗教、传统的敬拜之路，实行合乎圣经的路，就

是帐幕，也是会幕。神在地上有一居所，这居所也是会聚之所， 是节期所描绘的。在节期中人没有宗教的敬拜，只有对于献给
给我们彼此相聚，并与神相聚。召会是甚么？召会就是得救的

神之物的享受。人与神彼此一同享受这些供物。

人与拯救之神的相聚。

我们需要有一种在基督里活泼、真实且丰富的敬拜。这种敬拜

帐幕一被建造并立起，神就来住在其中。（出四十２，33～

要求我们每天经历并享受基督；也要求我们运用灵，将我们灵

35。）住在帐幕里的神，就是住在人中间的神。神不再仅仅在

里凡属基督的都释放出来，使我们能与别的圣徒一同分享祂。

诸天之上。我们不可能到诸天之上与神相会。但神来支搭帐幕

在这样的敬拜里，神享受基督，我们也享受祂。这是利未记中

在我们中间。（约一 14。）这就是说，神成为肉体来作人，这

神圣启示的一面。

人成了神在地上的帐幕。神从诸天之上下来，穿上了人的形状；
现今，神是人所摸得着的。

预备周任务：周一至周三
任务

周一

周二

周三

阅读

利 1‐5 章

利 6‐10 章

利 11‐16 章

参考
问题

1.1 供物的种类有哪些？他们之间有哪些关联？
1.2 祭物和供物有什么区别？
1.3 你如何理解希伯来书十章 5‐10 节？
1.4 燔祭有哪三种不同的种类？献上不同种类的祭物
方法有什么不同？
1.5 燔祭有哪些特点？
1.6 为什么献祭的人要按手在燔祭牲上，按手有什么
意义？
1.7 素祭与燔祭有什么关系，有哪些区别？
1.8 素祭的主要元素有哪些？各有什么意义？
1.9 你如何从素祭的记载看到神性与人性的调和？
1.10 为什么素祭不可有酵，也不可有蜜？
1.11 素祭里的盐有什么属灵意义？
1.12 你能在罗马书八章看到素祭的各种成分吗？
1.13 你能在哥林多前书里找到素祭的各种成分吗？
1.14 平安祭和燔祭有什么关系？平安祭与素祭有什么
关系？
1.15 有哪五种基本的祭物？请对比约翰一书第一章说
明这些祭物排列的次序有什么意义？
1.16 赎罪祭对付我们哪些的难处，赎罪祭要有哪些功
效？
1.17 赎罪祭和燔祭有什么关系？
1.18 赎愆祭和赎罪祭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
1.19 五章一至四节说道哪四个事例需要赎愆祭？
1.20 为什么说赎愆祭与燔祭有关？赎愆祭和素祭有关
系吗？

2.1 承接圣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和合本如
何翻这个词？原文的意思什么？在圣经别的
地方这个词有其他的翻译吗？
2.2 为什么神要摩西把血抹在亚伦和他儿子
的右耳垂上，并右手大拇指上，和右脚大拇
指上？
2.3 亚伦和他儿子们祭司事奉的引进是在第
几天？这有什么意义？
2.4 祭司事奉有哪四样结果？（神向我们显
现，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得着神圣的祝
福，神悦纳的烈火）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2.5 你从拿答和亚比户的事列中学到什么功
课？
2.6 如何判断神作为烈火的焚烧是悦纳人还
是审判人？
2.7 十章 16‐20 节里亚伦到底该不该按照摩西
的吩咐吃赎罪祭？你如何理解？
2.8 简述希伯来书启示作一切供物实际的基
督是何等的丰富。（创造者，维持、载着并
推动者，承受者，神荣耀的光辉，神本质的
印象，废除魔鬼者，使徒和大祭司，先锋，
更美之约的保证，能拯救到底的大祭司，在
诸天之上的执事，进入诸天之上的至圣所并
得到永远救赎的一位，为我们显在神面前的
一位，旧约供物的顶替，我们永得的分，我
们从神所接受的礼物，等等）

3.1 十一章说到哪五类动物？
哪些是洁净的动物？哪些是不
洁净的动物？
3.2 请谈谈我们基督徒在接触
人时需要注意的点。
3.3 在十一章“尸体”和
“死”一共用了多少次？为什
么在讲到饮食的十一章用了这
么多次？
3.4 什么是属灵的死亡？
3.5 请对比十一章和十二章关
于人类的不洁，有什么区别？
3.6 麻风表征什么？请从旧约
三个人物的事列说明。（民十
二章的米利暗，王下五章的基
哈西，代下二十六章的乌西
雅）
3.7 衣服上的麻风表征什么？
3.8 房屋里的麻风表征什么？
3.9 漏症的属灵意义是什么？
3.10 请谈谈你对遮罪
（Propitiation）的理解。遮罪
和救赎有什么不同？

预备周任务：周四至周六
任务

周四

周五

周六

阅读

利 17‐23 章

利 24‐27 章

回顾利未记

参考
问题

4.1 节期预表什么？
4.2 耶和华所定为圣会的节期表征什么？
4.3 安息日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4.4 以色列人每年有几个节期？
4.5 逾越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6 无酵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7 初熟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8 五旬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9 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对我们现
在基督徒生活的启示是什么？
4.10 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如何应
用于我们现在基督徒生活的经历中？
4.11 吹角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12 遮罪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13 住棚节的时间、意义是什么？
4.14 七个节期各预表的时代应验是什么？
4.15 二十一章说到为着祭司职任的圣别生活的
哪些方面？
4.16 二十一章说到哪些人不够格尽祭司职任
的？
4.17 二十二章说到什么人可以吃圣物，什么人
不能？
4.18 二十二章说到所献的供物如何才能蒙悦
纳？
4.19 请谈谈十八章至二十章与新约以弗所四章
十七节至五章十四节的联系。

5.1 利未记 24 章讲到哪 4 件事？
5.2 灯台和陈设饼的安排是怎样的？其预表是什么？
5.3 亵渎圣名的会受到神怎样的审判？
5.4 嫁给埃及人的以色列妇人之子的事件有什么意义？
5.5 利未记 24 章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5.6 安息年和禧年的意义是什么？
5.7 关于赎回卖了的地的意义是什么？
5.8 关于“城内的房屋卖了的赎回”的规定及其预表是什
么？
5.9 “在利未人得为产业的城内房屋，利未人有永久的赎
回权”其预表是什么？
5.10 “利未人在城外的牧场田地，是他们永远的产业，不
可以卖”其预表是什么？
5.11 如何供应变穷了的弟兄？（利二五 35‐38）
5.12 “一个以色列弟兄将自己卖给外人或寄居的，他的弟
兄、伯叔或本家的血亲可以赎他，或是他富足起来，就可
以赎回自己。”（利二五 47‐49）其表征是什么？如何应
用在我们今天的召会生活里？
5.13 利未记 25 章的内容里预表了哪三种基督徒？及其对
我们今天召会生活的启示是什么？
5.14 从利未记 26 章，神警告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神对
以色列人有何种态度？
5.15 在利二六 3‐13，我们看见顺从的就要蒙福。蒙福的 6
个结果是什么？
5.16 不顺从的人要受的五层惩治是什么？
5.17 利未记 27 章所着重的点是什么？

6.1 利未记和出埃及记
有什么联系？
6.2 什么叫做神圣启示
的进展？
6.3 利未记的中心思想
是什么？
6.4 利未记可以分为哪
几段？每一段的主题
分别是什么？
6.5 基督作帐幕和基督
作供物有什么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