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未记 (Leviticus)

1:1-5, 11:44-45, 19:1-2

圣洁的呼召
The Calling of Holiness



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The LORD called to Moses and spoke to him from

the Tent of Meeting. He said,

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

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

"Speak to the Israelites and say to them:`When any

of you brings an offering to the LORD, bring as

your offering an animal from either the herd or the

flock.



3.「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

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

悦纳。

"`If the offering is a burnt offering from the herd,

he is to offer a male without defect. He must present

it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Meeting so that it

will be acceptable to the LORD.



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

为他赎罪。

He is to lay his hand on the head of the burnt

offering, and it will be accepted on his behalf to

make atonement for him.



5.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作祭司

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

He is to slaughter the young bull before the LORD,

and then Aaron's sons the priests shall bring the

blood and sprinkle it against the altar on all side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Tent of Meeting.



44.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

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

物污秽自己。

I am the LORD your God; consecrate yourselves

and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Do not make

yourselves unclean by any creature that moves

about on the ground.



45. 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

作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

的。」

I am the LORD who brought you up out of Egypt to

be your God; therefore be holy, because I am holy.



1. 耶和华对摩西说：

The LORD said to Moses,

2.「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

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Speak to the entire assembly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Be holy because I, the LORD your God, am

holy.



William Penn (October 14, 1644 – July 30, 1718)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

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

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

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

(彼得后书 1 : 3-4)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
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路加福音 1 : 74 - 75)

To rescue us from the hand of our enemies, and 
to enable us to serve him without fear in 
holiness and righteousness before him all our 
days.                                      (Luke 1 : 74 – 75)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利未记是整本圣经中出现「圣洁」这个字最
多的一卷书。

「圣洁」一字共出现有八十多次，若是加上
「成圣」等相关的同义字，总共出现有一百
五十多次。

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圣经中所讲的「圣洁」是「一个完完全全属
于上帝的人」。

圣经中对「圣洁」的定义是：「分别出来，
属于上帝，与上帝连结」。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圣洁」第一个概念是「主权的转移」，我
们不再属于自己，乃是属神的人了。

「圣洁」的第二个概念，「圣洁」乃是神所
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一种恩典」。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
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利未记 19 : 2)

Speak to the entire assembly of Israel and 
say to them: Be holy because I, the LORD 
your God, am holy.               (Leviticus 19:2)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圣洁」不是我们个人的道德操守有多好，
而是我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一
个结果。

圣洁是我们凭着信心领受从神那里而来的礼
物。





(一)圣洁的意义：分别出来，完全属神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
圣的耶和华。」

(利未记 20 : 8)

Keep my decrees and follow them. I am the 
LORD, who makes you holy. 

(Leviticus 20:8)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第一个段落可以从 第1章到第10章

第一段落是在教导「献祭」，里面讲到了
「五种的献祭」，是教导以色列百姓做一个
「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人都要清楚知道如
何献祭。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上帝设计了很麻烦的献祭制度，就是为了让
祂能够住在一群有罪的人中间，跟他们建立
一个亲近美好的关系，并保持一个亲密的生
活。

因此，在献祭的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爱，神
设计了那么多献祭的方式与祭物，是因为祂
想亲近我们。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所有的祭都是在解决罪的问题，

除了「素祭」以外，另外四个祭

「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

都是要献上牛羊或鸽子，都是要流血的。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希伯来书 9 : 22)

In fact, the law requires that nearly 
everything be cleansed with blood, and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bloo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Hebrews 9 : 22)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
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
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
为他赎罪。」

(利未记 1 : 3 – 4)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
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
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
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
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
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
们事奉那永生神么？」

(希伯来书 9 : 12-14)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
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
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二)献祭的意义：解决罪的问题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
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
我舍己。」

(加拉太书2 : 20)

I have been crucified with Christ and I no 
longer live, but Christ lives in me. The life I live 
in the body, I live by faith in the Son of God, 
who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利未记第11章到27章

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怎样过
「圣洁的生活」。我们并非只有在会幕里、
教堂裡祷告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在
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男女关系等生活的
所有层面都可以感受到圣洁。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
命更大的了。」

(马可福音 12 : 30-31)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 The second is this: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There is no 
commandment greater than these.’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
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 19 : 18)

Do not seek revenge or bear a grudge 
against one of your people, but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I am the LORD.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
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
作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利未记 19 : 34)

The alien living with you must be treated as 
one of your native-born. Love him as 
yourself, for you were aliens in Egypt. I am 
the LORD your God.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了。」

(加拉太书 5 : 14)

The entire law is summed up in a single 
command: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
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
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利未记 19 : 9-10)



(三)圣洁的生活：奉献给主，爱神爱人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
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利未记 19 : 18)

Do not seek revenge or bear a grudge 
against one of your people, but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I am the LORD.



河用祚牧師 (2 Sep 1946 – 2 Aug 2011)



「不要说痛，也不要说肉身的软弱，更
不要说我该休息了；事奉吧！服事吧！
难道大家不愿在教会服事而殉道吗？不
愿在教会服事而倒下去吗？那就是教会！
那就是圣徒的本份！不要放弃，直到最
后，像信心的赛跑，良善的争战，我们
一起争战吧，最后将荣耀归给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