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课 
 

 

献祭 
 

 

 

 

 

 

 

第 11课 讲稿 

我们有时通过使用我们的五种感官来加强我们的学习，我们的五种感官就是视觉、听

觉、嗅觉、触觉和味觉。例如，倘若有一个孩子在学习准备一顿新的、他不熟悉的饭，他

可以只读菜谱，但是如果有人带他进厨房看一看各种原材料是什么样的，闻到了把它们混

合在一起时是什么气味，尝到了这个混合物的味道，听到了烹调它们时的声音，最后摸到

了成品的质地，那么他所掌握的信息远远超过只是读菜谱所能获得的信息。上帝屈尊俯就

旧约时代的人组成的不成熟的教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动形像的画面来教导他们关于即将到

来的弥赛亚及其作为的信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主要方式，是藉着礼仪性的献祭体系，这

些生动的仪式让人的五种感官全都参与其中。那么，旧约时代的敬拜体系为什么看起来如

此血腥呢？为什么有许多种类型的祭呢？它们之间的差别有什么神学意义呢？献祭与基督

有什么关系呢？明白旧约礼仪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如何能够加深我们对新约中的福音

主题的理解呢？ 

诗人在《诗篇》第 15 篇 1 节中问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

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在上帝所赐下的献祭仪式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在上一课中，

我们探讨了上帝所选择的在祂百姓当中居住的地方，那就是会幕。现在我们必须转而探讨

 

本课主题: 

除了藉着基督献祭的宝血，上帝的百姓因他们自己的罪而丧失了来到上帝圣洁的居所
前的一切权力。 

 

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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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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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侍奉那永生 神吗？”（来 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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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上帝所命定的仪式来到上帝面前的方式，也就是说，要探讨在会幕当中进行的献祭仪

式和献祭的祭司们。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上帝所命定的人员，即祂所委派来进行这

些服侍工作的祭司们。这三课联合在一起，阐明了上帝关于祂自己的启示，以及祂在这个

阶段的救赎之工。 

人因着自己的罪，除了藉着献祭之外，丧失了与圣洁的上帝相交的一切权力。《创世

记》中有多处关于献祭的记载。在摩西时代，我们看到了正式的献祭体系，那融合在以色

列人的生活和敬拜之中。在整个旧约时代，献祭在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和经历中一直居于

中心地位，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上帝藉着献祭显明的神学教导。当这些献祭仪式联合在一起

时，描述了主耶稣基督代人赎罪的完整画面以及那所带来的一切益处。所以，首先，在这

一课中，我们需要探讨献祭的必要性。我们想要你们注意救赎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认为这个事件像一个链条一样把《出埃及记》和《利未记》这两卷书联系在了一起。 

在《出埃及记》第 29 章 45-46 节中，我们看到上帝应许说祂要住在祂的百姓中间，但

是当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末尾时，发现了什么？这卷书的末尾讲的是上帝的荣光充满

了会幕，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人却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在会幕中与上帝团契。我们

在《出埃及记》第 40 章 34-35 节中读到：“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

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倘若摩西

不能进会幕，那么没有人能进会幕。这种紧张的状况带领我们立刻进入了上帝在《利未记》

中提供的解决办法——献祭和祭司。《利未记》第 1-10 章的高潮在第 9 章 22-23 节，那里

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

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此刻，介绍与圣经中赎罪的教义有关的几个重要的神学词汇，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

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提到它们。我要给你们讲三个词。第一个是“替代的”，替代性的赎

罪；那指的是合法的代替，即代替别人赎罪：代赎。第二个词是“补偿”。这是赎罪的一

部分；补偿指的是藉着承受刑罚除去罪咎。然后，第三个词是“挽回祭”。挽回祭指的是

满足上帝的公义，平息上帝的忿怒。这三个词对于我们透彻地理解基督的赎罪，都是非常

重要的。如《利未记》所阐明的，罪，甚至包括因无知而误犯的罪，也要求人必须赎罪。

赎罪是藉着替代性的献祭来进行的。这是救赎概念的核心，因此也是我们这个课程正在学

习的上帝的救赎历史的核心。《利未记》教导了我们如此重要的救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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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来探讨献祭本身。我要说的是，无论怎样强调理解献祭的意义的重要性，

都不过分。首先，你们必须注意到每个具体的祭所教导的神学真理。你们可能会问这个问

题：“为什么？”答案是：因为你们将会看到圣经其余部分的许多地方提到了各种具体的

祭。你们在历史书中可以看到这些祭，你们在诗篇中可以看到这些祭，你们在众先知的作

品中也可以看到这些祭。当旧约时代的信徒想到某一个具体的祭时，他想到的是这个祭所

教导的神学真理，所以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这确实能够解开和阐明后面的旧约经文。 

当你看到一个具体的祭并且能够明白它所蕴含的神学意义时，你会对自己说：“啊哈！

我知道上帝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谈到这个祭。”例如，《撒母耳记上》第 11 章 15 节说：

“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

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那么，问题是：他们为什么献平安祭？当我们接下来讨论了平安

祭之后，答案就显而易见了。这个主题下的第二点，这些词汇和献祭中所蕴含的神学概念，

其实为新约中解释福音提供了根基。所以，你们如果想要加深自己对于新约的理解，就需

要理解旧约中这些暂时性的献祭礼仪所蕴含的意义。 

第三，除了献祭中显然必须要有的血的地位，我们还必须明白火在献祭中的意义。罪

带来了死亡，所以动物被杀死了，但它们也被作为祭物焚烧了。这告诉我们，上帝自身是

圣洁的，是烈火。我们在新约中继续看到了这个主题，《希伯来书》第 12 章 29 节说：

“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上帝的荣耀包括祂对一切罪所发的烈怒、忿怒和进行的复

仇。你们可以看到上帝藉着降临在所多玛城、拿答和亚比户、可拉以及其他人身上的审判

显明了这一点，但最重要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祂的百姓承受上帝的全部忿怒之杯。

然而在我们探讨每一个具体的祭之前，首先需要探讨用动物献祭的一般程序。 

所以，我要强调其中一些组成部分。当百姓来献祭时，首先要呈上祭牲，这是非常重

要的。他们必须把祭牲呈上来给祭司察看，祭司要察看这些方面：这是一只洁净的动物吗？

它是毫无瑕疵的吗？例如，它是瞎眼或有残疾的吗？它身上有疤痕或畸形的地方吗？它的

四肢比例是否正常？等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以色列人要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献上，那

意味着他所献的供物价值不菲。那确实要花费他的钱。那是他较贵重的财产之一。你们可

以认为他们献上的是贵重的动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我们说“哦，那个人把那样东西

给了某某人，确实是做出了牺牲”，那是真正的献祭。但这表明的是心中的信仰状况的重

要性，因为当祭司这样察看的时候，其实是在问：敬拜者是想不付出代价或漫不经心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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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帝面前吗？他忘记了上帝鉴察人心这一事实吗？你们将会看到上帝在众先知时代曾经

责备祂的祭司。例如，请注意《玛拉基书》第 1 章中关于这方面的责备。上帝要求完美，

这已经告诉了我们应当献上无可指摘的祭物，那唯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找到。 

在敬拜者呈上祭牲之后，在祭司察看祭牲之后，第二，敬拜者把手放在祭牲的头上，

不仅仅是摸它，实际上是把一只手用力斜靠在动物的头上。这是内在信心的外在表达方式。

敬拜者与祭牲如同是联合在一起了。他的罪象征性地归到动物身上了。这表明祭牲作为敬

拜者的替代者站在那里，代替他赎罪。第三，敬拜者把祭牲杀死，所以在把祭牲视为犯罪

的敬拜者之后，敬拜者将亲手割断祭牲的喉咙，承认罪必须受到死亡的刑罚，若不流血罪

就不能得到赦免，要流那毫无瑕疵的替代者的血。在敬拜者做完这个动作之后，祭司接下

来进行其余的服侍。 

第四，然后祭司要使用那血。你们要注意到《利未记》第 17 章 11 节中的话：“因为

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

所以能赎罪。”血就是生命，从死亡那里赎回生命；生命可以擦去死亡的污迹。血曾被多

次涂抹在祭坛的角上，洒在祭坛的边上，泼在祭坛的底座上。在别的时候，血曾被洒在香

坛上或施恩座上。使用血的目的是赎罪，使人与上帝和好，使人的罪得赦免。 

第五，祭司焚烧那个祭牲。根据所献的不同类型的祭，他们有时焚烧祭牲的一部分，

有时焚烧整个祭牲。但请注意，在焚烧的过程中，祭牲化成了烟，圣经把这描述为馨香之

气从祭坛上升到了上帝在天上的居所。你们也许在外面烧烤时闻到过肉的香味。那香味常

常会飘到周围的住宅里，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闻到那香味。尤其是脂油，是动物身上

味道最香、最好的部分，是属于耶和华的；那部分总是要在祭坛上焚烧，那当然象征的是

最好的部分属于耶和华。 

第六，他们要交谈和吃喝。所以，最后，敬拜者享受到了上帝之家的盛情，与上帝团

契，具体地说是藉着平安祭与上帝团契。这其实带领我们来到了约的应许的核心部分：上

帝住在祂的百姓中间，上帝是祂百姓的上帝，被带到祂面前来享乐的人是属于祂的。所以，

现在我们要探讨《利未记》第 1 至 6 章中记载的关于献祭的基本条例。每一种类型的祭都

教导了关于基督之作为的不同方面。每一种类型的献祭仪式都是耶和华亲自吩咐和命定的。 

所以，首先要谈到的是燔祭或称彻底的燔祭：这是自愿献的祭。这种类型的祭不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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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的，在希伯来原文中的含义实际上是“上升的”，象征以色列人赞同上帝。燔祭，你

们几乎也可以称之为上升祭，是《利未记》第 1 章中最先提到的祭；但你们应当注意到，

在敬拜的实际次序中，燔祭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利未记》第 1 章首先描述了燔祭，是

因为燔祭代表了献祭体系的核心。燔祭是各种类型的祭当中最昂贵的。实际上，你们应当

记得，会幕院子里的那个祭坛得名于这种类型的祭，那个祭坛叫燔祭坛。那里每日早晚献

燔祭，人们带来的其他祭物在一天中的其他时间献上。你们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献祭是在

燔祭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不可能高估燔祭在圣经中的重要意义。你们可以回想起来，第

一次提到燔祭是在洪水之后，是挪亚献上的。然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把以撒当作燔祭献上。

后来大卫献燔祭止住了一场瘟疫，大卫当初筑坛献祭的那个地方，那个地点，后来成为了

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经年累月地在那里献燔祭。 

在献燔祭的过程中，整个祭牲，而不仅仅是一部分，被烧掉，这表明或象征彻底地献

给上帝或完全地顺服上帝的律法。这象征着把自己完全献上。祭牲被彻底焚烧了，化作了

烟，变成了耶和华面前的馨香之气。那烟上升到天上的上帝那里。请注意，在耶和华的使

者宣告了参孙的出生之后，玛挪亚献上了燔祭，我们在《士师记》第 13 章 20 节中读到：

“见火焰从坛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玛挪亚和他的妻看见，

就俯伏于地。”看，这个描述很合乎燔祭本身的象征意义。 

第二，我们看到了素祭。这也可以被称为谷物祭或贡品祭。这个祭不涉及死亡和流血。

这个祭是由祭司带到耶和华面前献上的。其中一部分祭物被焚烧了，剩余的部分由祭司吃

掉，而不是由百姓吃掉。上帝必须先悦纳我们这些人，然后才能悦纳我们的礼物；所以先

献燔祭，然后再献素祭。素祭象征着把靠上帝的大能和祝福而生产出的东西归还一部分给

祂。这是表达对上帝之怜悯的感恩之情。你们注意到，要在所献的供物中加上乳香，这以

优美的方式象征了基督的中保之工。当祭司为自己献上素祭时，要把全部供物都烧掉。为

什么要那样做呢？也就是说，素祭绝对不可由献这个祭的人吃掉。有时素祭可以与燔祭或

平安祭一同献上，也可以单独献上，但素祭常常是与燔祭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把献

身上帝和贡品联系在一起。 

第三，我们看到了平安祭。这象征着与上帝团契和相交。其中一部分供物被烧掉，另

一部分被吃掉。只有献这种祭时，敬拜者可以吃自己所献的供物，并且他只能在会幕里，

在耶和华面前吃。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必须先要和好。若不献祭赎罪，就不可能与上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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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若不献平安祭，就不可能与上帝团契。我们在此处看到，脂油是属于耶和华的，最肥

美、最美味的部分是属于耶和华的。当然，上帝并不需要脂油，祂也不吃食物（圣经中有

多处地方提到了这一点，但请查考《诗篇》第 50 篇关于这一点的阐述）。然而，这象征了

与上帝团契和相交的属灵真理。这展现了与住在百姓当中的上帝的亲密团契。从某些意义

上来说，这是至高的特权。你们可以看到新约如何描述这些概念和词汇。例如，我们在

《以弗所书》第 2 章 13-18 节中读到：“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祂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祂使我们和睦……（稍后说道）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然后又说）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藉着祂

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第四，我们看到了为误犯的罪献的赎罪祭。这个祭是为了让具体的罪的具体罪咎得到

赦免。它与我们前面探讨过的补偿的理念有关：藉着承受罪的刑罚除去罪咎。这教导我们

所有的罪都是很严重的，包括因无知而误犯的罪，因为所有的罪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玷

污了祂的圣洁。祭物的某些部分烤了给祭司吃，作为对他们全职劳作的报偿。罪人被分为

四类：祭司、以色列的全会众、官长、以色列民中的个人。 

第五，还有赎愆祭。这也可以称为赎咎祭。这个祭要求为所犯的过错做出补偿和赔还，

或进行纠正或赔偿。这个祭与前面提到的祭有密切的联系。赎罪祭，是赎抵挡上帝的罪。

赎愆祭是赎欺骗上帝或邻舍的罪，强调罪的私密性和个人性。你们要记得主耶稣是怎样概

括律法的。祂把律法的总纲概括为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两点在此处都可以看到。不能宽

容任何罪咎，就连因无知而误犯的罪也不可宽容。献这个祭有什么作用？献这个祭的目的

是培养人对罪有敏感的良心，认为犯罪是偷窃了属于上帝和他人的东西。这些罪愆若仍然

没有得赎，人就没有与上帝处在正确的关系之中。 

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献这些祭的顺序。正如我们在探讨祭司在会幕中献这些祭的步

骤、次序时所认识到的，这些祭也教导了我们一些重要的神学真理。前三种祭都是自愿献

的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象征了理想的敬拜场景。后两种是赎罪性的祭，是为某些具体

的罪进行的补救措施。所以，在通常情况下，要先献后两种祭，即赎罪祭或赎愆祭中的一

种或两种，然后再献另外三种祭。所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翻到《利未记》第 9 章，

就会看到那里先谈到了为洁净而献上的赎罪祭和/或为了进行赔还、修复而献的赎愆祭。接

下来，你们看到他们献上了燔祭，这是一个上升的概念；然后献上的是贡品祭或素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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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献上的是平安祭。所以，在献祭的过程中使用血，强调的是补偿和罪得洁净。燔祭象征

的是上升和完全的分别为圣。平安祭是敬拜者唯一可以吃的祭，是象征着在上帝面前与上

帝相交和团契的一餐。因此，所遵循的模式是：称义、成圣、与上帝团契。最终的目标是

与上帝团契和相交，但那要求以洁净和分别为圣为前提。赎罪是达到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团

契这一目的的手段。 

最后，我们以最后的祭物——基督为关注的中心，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公牛和山羊

的血自身根本没有赎罪的能力。《希伯来书》第 10 章 4 节中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

不能除罪。”旧约时代的圣徒在那时便知道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诗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他们凭着信心通过这些仪式仰望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就像我们凭着信心回想基督一样。基

督的到来是历史的中心，实际上我们仍然在用这个伟大事件来标记时间。我们说公元前

（基督到来前）多少年，公元后（基督到来之后）多少年。关于献祭的那些单调乏味的细

节表明了它们的不足。所献的每一个动物以及所有的动物，都是指向最后那个完美的祭物

——基督。你们要注意到，新约一开篇就是施洗约翰的呼喊：“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

世人罪孽的”（约 1:29）。基督这个伟大的祭物，是福音和圣经的中心。 

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旧约中的这些暂时性的仪式所预表的意义，在基督到来时藉

着基督的作为完全实现了，所以这些仪式已经被彻底废除了。记号和影子、预表和象征物，

在新约时代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我们参照它们在新约时代的实现来学习它们，仍然

是有益的。当我们学习这些仪式时，它们使我们有机会以美妙的方式看到和宣讲基督和福

音。旧约时代持久而繁多的献祭，与基督一次最终的献祭形成对比。《希伯来书》第 9 章

的末尾，第 26 节说：“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

书》第 10 章 14 节说：“因为祂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基督背负了

祂百姓的罪，担当了这些罪所应受的刑罚。关于这一点，请看《彼得前书》第 1 章末尾，

那里说祂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第 19 节）。祂是父所喜悦的。在上帝看来，基督

是所献上的至为宝贵的祭物。 

耶稣甘愿把自己献上，不是被迫的；祂是温柔的羔羊，顺服天父的旨意。祂是上帝选

民独一的、最终的代罪羔羊，替他们赎了罪。祂完全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平息了上帝的忿

怒，使上帝的百姓与上帝和好，成就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和睦。祂的宝血流出来，洒在祂

的百姓身上，洁净了他们。我们在圣经中许多地方看到了这一点。《启示录》第 1 章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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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祂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基督徒操练在基督里的信心，仿佛是把灵魂的全部重量都倚靠在上帝的羔羊身上，完

全倚靠祂和祂的作为。我们凭着信心以基督为粮，《约翰福音》第 6 章 51 节说：“我是从

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

之生命所赐的。”基督使我们如今和将来在永恒之中能够与上帝相交和团契，得享上帝恩

慈的同在。因此，基督徒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上帝，不是当作流血的祭物，而是当作活

祭，这祭是上帝所全然喜悦的，这乃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罗 12:1）。律法将会持续不

断地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能力达到上帝圣洁的标准，不能尽心尽力地爱上帝；当他们悔

改和盼望上帝的怜悯时，是律法本身教导了他们要利用献祭来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 

献祭表达了藉着基督与上帝和好并恢复与上帝的团契的全部含义。献祭把罪人在圣洁

的上帝面前的罪咎转移到他们的替代者身上，遮盖或赎了他们的罪，为罪做出了补偿，把

罪人奉献给上帝，使他们能够与上帝团契。阅读和宣讲旧约的献祭体系，让我们有美好的

机会解释它们在基督里的实现，从而展现了福音里上帝荣耀而丰盛的恩典。基督献祭的景

象甚至在天堂中也仍然继续被记念。我们在《启示录》第 5 章中读到：“我又看见宝

座……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第 6 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

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第 9

节）。 

总之，上帝的百姓因着自己的罪，除了藉着基督献祭的宝血之外，丧失了接近上帝居

所的一切权力。在下一课中，我们要继续探讨上帝所命定的献祭的仆人，即旧约时代的祭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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