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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事
1. 10/7-16 吴福临弟兄会带队去以色列，新泽西
众召会有四十位圣徒前去。
2. 10/19-21 在 KPCC 有东北区新州以南众召会秋

。

叁 利未記的中心思想乃是：宇宙般包羅萬有並無窮
無盡的基督，對神並對祂的子民乃是一切；希伯來書
作爲利未記的解釋，啓示基督奇妙、奧祕、包羅萬有
的人位 。

季特会 望弟兄姊妹前往参加， 并尽量邀请
接触的朋友和新得救的一同去过节並见证。
一 在利未記這卷書本身，我們無法看見我們所獻上
3. 10/27 周六有福音聚会。请了耶鲁大学的韩重，
並享受作供物的基督是何等偉大、超 、奇妙、包羅
等几位弟兄会来与我们一同聚会。望弟兄姊妹
有且無 無 ；我們要有包羅 有之基督的啓示，
尽量邀请福音朋友，邻舍，亲人来赴爱宴并听
就需要來看希伯來書裏所啓示之基督的
。
福音。
代祷事项
1. 请为 Princeton、Rider、MCCC 校园福音工作
祷告
2. 请为在 WW 区，LH 区的青职福音工作祷告
3. 请为召会的儿童服事、青少年服事祷告
召会追求进度
1. 晨兴圣言：
第三篇 希伯来书作为利未记的解释
2. 现场听抄：
https://snippetinfo.net/media/2419
3. 生命读经：利未记生命读经：35 篇
https://simplified.lsmchinese.org/lifes
tudy/ot/lev035.html
4. 旧约读经：利未记第九-十章
第三篇 希伯来书作为利未记的解释

壹 利未記是一卷豫表的書；對基督最細緻、最詳盡
的豫表乃是在利未記裏：
一 基督奇妙且包羅，單憑明言不足以啓示祂；豫表
實際上就是一幅幅的圖畫，也是需要的。
二 利未記旣是一卷豫表的書，就需要加以解釋；使
徒保羅在希伯來書裏解釋利未記—來一 1～3。

貳 希伯來書是利未記的解釋：
一 我們要對利未記有正確的領會，就需要看見利未
記與希伯來書之間的關聯。
二 在希伯來書裏，我們看見利未記一至七章裏供物
之豫表的實際—來十 5～10：利一～七

絕
萬 窮 盡
萬
各方面
二 子基督是希伯來書的中心和重點
三 在新約，神是在子裏，就是在子的人位裏說話
1. 子就是神自己，是彰顯出來的神—8 節。
2. 希伯來書的精髓乃是神在子裏的說話—2 節。
3. 父神是隱藏的，子神是顯出的；子作爲神的話和神
的說話，已經將神表明出來，使神得着完滿的彰顯、
說明和解釋—約一 1、18。
四 在神格裏，子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
1. 榮耀是外在的彰顯，本質是內在的素質：
2. 子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意思是說，
子是神臨到我們—3 節，約一 1、14、18。
五 在神的創造裏，子是創造者、維持者和承受者—
來一 2～3、10：
1. 已過，萬有是在祂裏面並藉着祂而有的，也是爲着
歸於祂而有的—2 節，約一 3，林前八 6，西一 16。
2. 現今，子用祂大能的話維持萬有，萬有也在祂裏
面得以維繫—來一 3，西一 17。
六 子廢除了魔鬼；及至時候滿足，子就爲童女所
生，來成爲肉體，好藉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廢除魔
鬼—來二 14，約一 14，羅八 3，加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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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神家 建設者
1. 基督的救贖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乃是等到祂進
入天上的至聖所，就是將祂贖罪的血帶去獻在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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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着基督作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一次永遠的爲
—約
八
下
罪獻上自己作祭物，除去了世人的罪，祂灑在天上
性 神家（神建築） 材料
帳幕裏的血，就爲我們成功了永遠的救贖；因此，
神性 建設者—
我們得贖乃是用基督的寶血—約一 29，來九 14，
九
基督是憐憫、忠信、尊大的大祭司—二 17，三 1，
十 12，十二 24，彼前一 18～19。
四 14～15，五 5、10，六 20，七 26～八 1：
1. 基督能成爲憐憫忠信的大祭司，因爲祂是神的兒子， 十五 基督是那又新又活之路的開創者—十 19～20：
具有神性，也是人的兒子，具有人性；祂是憐憫的， 基督作爲那又新又活之路的開創者，開路使我們得以
與祂是人相合；祂是忠信的，與祂是神相合—一 8， 藉着祂的血，從幔子（就是祂的肉體）經過，進入至
聖所—20 節。
二 5～18。
1. 藉着基督這更美的祭物，我們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
2. 基督是我們尊大的大祭司，在祂的人位、工作和所
—九 23，十 19。
達到的事上是尊大的；祂經過了諸天，並且能同情
我們的輭弱—四 14～15。
十六 在利未記裏所豫表，並在希伯來書裏所啓示之奇
妙、包羅萬有的基督，是我們永遠的分—來十三 8：
十 基督是已進入幔內的先鋒—六 19～20：
1. 主耶穌所進入的諸天，就是今日幔內的至聖所—19
1. 希伯來書所啓示基督的各方面是無窮無盡的。
2. 這樣一位奇妙、包羅萬有的基督是我們永遠的分，
節。
給我們享受。
2. 主耶穌作先鋒，領先經過風暴的海，進入屬天的避
風港，照麥基洗德的等次，爲我們作了大祭司—20
節。
十一 基督是更美之約的保證—七 22：
1. 二十二節的『保證』一辭，意指基督將自己質押給
新約，並給我們眾人
2. 祂是保證人，擔保祂要作成所需的一切，使新約得
以成就。
十二 基督是能拯救我們到底的大祭司—25～26 節：
1. 基督作我們的大祭司，爲我們代求，承擔我們的案
件—25 節。
2. 基督爲我們顯在神前，爲我們禱告，使我們可以蒙
拯救，並完全被帶進神永遠的定旨—26 節。
十三 基督是諸天裏的執事—八 1～2：
1. 基督是真帳幕（天上帳幕）的執事，把天（不僅指
地方，也指生命的情形）供應到我們裏面，使我們
有屬天的生命和能力，在地上過屬天的生活，正如
祂從前在地上一樣。
2. 凡基督這屬天的執事所執行的，祂作爲那靈都應用
到我們身上；凡祂所供應的，都傳輸到我們靈裏—
林前六 17。
十四 基督是進入諸天之上的至聖所並得到永遠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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