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9/10-16 #5：麻风得洁净(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Ⅰ．麻风表征从人里面发出来严重的罪，就如明知

故犯、任意妄为、定意顶撞神的罪： 
利13:2 人的肉皮上若长了肿块，或长了癣，或
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麻风的灾病，就要
带他到祭司亚伦或亚伦作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
3…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
上的皮，这便是痲疯的灾病。祭司察看了他，
就要定他为不洁净。 

A) 在米利暗、基哈西和乌西雅的事例中我们看见，
麻风起因于背叛神的权柄、背叛神的代表权柄、
背叛神的法则以及背叛神的经纶。 

B) 罪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背叛；因此，麻风表征
罪。 

C) 圣经中头一个罪的事例，乃是撒但背叛神；因此，
背叛的罪是由背叛的天使长路西弗所发明、开创的。 

D) 至终，这罪，这麻风，经由亚当进到人类里面；
罪既进到人里面，就从人里面发出许多种的罪
行，就是许多背叛的表显。 

E) 因此，患麻风者代表堕落的亚当子孙，他们都是
患麻风的；人在肉皮上的肿块、癣或火斑，是麻
风的记号，表征人表现于外的任性、与人不和、
骄傲和高抬自己。 

F) 利未记十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的光景，表征得
救的人凭肉体行事，如发脾气、称义自己、不肯
赦免人，乃是属灵麻风的征兆。 
利13:24 人的肉皮上若有了火伤，火伤处的红
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或是全白， 
25 祭司就要察看，火斑中的毛若变白了，现象
又深于皮，是麻风在火伤处发作，就要定他为
不洁净，那是麻风的灾病。 

Ⅱ．利未记十四章患麻风者得洁净，描绘神在基督
里已经为我们预备并成就之丰富、完整且广阔
的救恩；在这救恩里，基督是那经过种种过程
的包罗万有者，也是我们得洁净所需要的一切： 
A) “利14:4 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
净的活鸟、香柏木、朱红色线和牛膝草来。 
5 祭司要吩咐人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6 至于那只活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
并牛膝草，一同蘸于宰在活水上之鸟的血中。 
7 祭用以在那患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洒七次，就定
他为洁净，又把那只活鸟放到田野里”： 
①两只洁净的活鸟乃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洁
净的，没有任何玷污，并且满有生命，能飞翔
在地面之上；这里鸟表征基督从诸天而来，是
属于诸天并超越地的。 
②被宰的鸟表征钉十字架的基督，祂为我们死，
使我们的污秽得以除去。 
③放到田野里的那第二只鸟，表征复活的基督，
祂为我们从死人中复起，使我们凭祂复活的生命
——神那神圣、永远、非受造之生命——的大能、
力量和能力，得以蒙拯救脱离我们的软弱。 
④香柏木表征耶稣尊贵、拔高的人性，使祂能作我
们的救主；牛膝草是一种最微小的植物，表征主耶
稣自甘卑微，“成为人的样式”，使祂可以就近人，

成为人的救主；朱红色是一种暗红色，表征流血，
也含示君王职分。 
⑤这一切表征主为使我们的麻风得洁净，降卑自
己成为一个标准高而身分低的人，为要实行神的
旨意，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我们，而在祂的复活
里得荣，成为尊荣至高的王。 
⑥麻风得痊愈的人，仍需要在神面前求洁净，表
征有麻风罪的病人，虽然因着里面神圣的生命得
了痊愈，还需要在神面前对付他的短缺和玷污，
使他能得洁净；我们寻求得洁净，乃是与神的恩
典和爱合作。 
⑦瓦器表征耶稣的人性，活水表征神那活而永
远的灵；鸟要宰于瓦器里的活水上面，表征主
耶稣在祂的人性里经过死，借着在祂里面那永
远的活灵，将自己献给神。 
来9:14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
疵地献给神，祂的血岂不更洁净我们的良心，
使其脱离死行，叫我们事奉活神么？ 
⑧记载于利未记十四章六至七节的事，表征主
完全的救赎，不仅使人客观地在地位上得洁净，
并且使人在圣灵里，主观地经历主在祂尊贵、
拔高而卑微的人性里的流血受苦，并经历祂的
死、复活、升天和得荣；这些都包含在两只鸟、
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线的意义中。 
利14:6 至于那只活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
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宰在活水上之鸟的血中。
7 用以在那患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洒七次，就定他
为洁净，又把那只活鸟放到田野里。 
⑨将被宰之鸟的血洒在患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
表征基督所流的血洒在我们罪人身上，这样的洒
就把我们联于基督这位救赎者；洒血七次，表征
主血的洗净是完全的。 
约壹1: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
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⑩基督的升天由活鸟在空中飞翔所表征；把活鸟
放到田野里，表征活的基督使得了洁净的罪人不
仅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也经历祂的升天。（3日
&4日）  

B) 剃患麻风者的毛发以得洁净，表征对付己这基督
身体之仇敌的难处；剃刀表征十字架： 
利14:8 那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所有的毛
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
是要在自己的帐棚外居住七天。 
9 第七天，他要再剃去所有的毛发，把头发、
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就洁净了。 
①头发表征人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有他所夸耀
之处；有人夸他的出身，有人夸他的学问，有
人夸他的美德，也有人夸他的热心爱主；几乎
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找出一些可夸的地方，
引以为荣，而显扬在人面前。 
②胡须表征人的尊贵；有的人自尊自夸，或自居
他的身家，或自居他的属灵，总觉得他自己比别
人高超。 
③眉毛表征人的美丽；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的长



处和优点，不是来自对神救恩的经历，而是从
人天然的出生而来。 
④全身的毛表征人天然的能力；我们满有天然
的能力、办法、主张，以为能为主作这个，能
为主作那个，觉得什么都能。 
⑤当十字架的“剃刀”对付了己的一切方面，
当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是，我们就是洁净的。 
⑥我们该经过十字架并凭着那灵作每件事，以
彻底拒绝己，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彼此分赐
基督。 

C) 患麻风者在等候并儆醒七天之后，要再剃去全身
的毛，洗衣服，并用水洗身（利十四9），表征
求洁净的罪人，需要负责对付他天然生命和日常
行事为人的每一部分；这表明我们若以确定、彻
底并绝对的方式，认真地对付我们的罪和罪恶的
己，我们就必得着洁净。 

Ⅲ．在利未记十四章三十三至五十七节里，房屋预
表召会是我们真正的家；房屋里的麻风，表征召
会中的罪行和邪恶；祭司表征主或祂的代表权柄，
而察看房屋不是为着定罪，乃是一种恩典为着使
人得医治： 
利14:36 祭司进去察看灾病以前，要吩咐人把
房子搬空．… 
39 第七天，祭司要回去察看，灾病若在房子的墙
上发散、 
40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
城外不洁净之处。 

A) 七天之后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表征经过一
段完整时期的观察后，召会的难处若还在发散，
就要把卷入难处的信徒，从召会的交通中挪开，
视为不洁，像外人一样；这样作是要阻止疾病的
扩散，并要消除那疾病。 

B) 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表征用别的
信徒填补空隙；另用灰泥墁房子，表征用对主
恩典工作的新经历，来更新召会；召会生活中
要有新的起头，就需要如此。 

C) 麻风灾病再次发作后，要拆毁房子，表征一个
召会的光景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那个召会
就该结束。 

D) 召会对主恩典的工作有新的经历，因而得着更
新之后，罪若没有扩散，召会就洁净，没有问
题了；全召会需要凭基督永远有功效的宝血，
和祂永远的活灵得洁净，使召会完全洁净，得
以成为神与人相互的居所。  



经历①：对付发脾气、称义自己、不肯赦免人， 

从麻风的发病得救 

麻风是由外在的因素加上内在的作用所引起。
起因是来自外面，但作用是在里面。麻风表征从人
里面发出来严重的罪，就如明知故犯、任意妄为、
定意顶撞神的罪。 

麻风总是来自背叛。米利暗背叛作神代表权柄
的摩西。她背叛是有原因的，就是摩西娶了古实女
子为妻（民十二 1）。米利暗因着背叛，就长了麻
风（10）。 

在王下五章二十至二十七节，以利沙的仆人基
哈西背叛以利沙行事的法则。以利沙不愿从麻风得
医治的外邦人乃缦接受任何东西作赏报。基哈西却
从那得洁净之麻风患者接受礼物；之后，乃缦的麻
风就转到他身上。 

乌西雅王背叛神关于祭司职任的条例。按照这
条例，君王不能有分于祭司的职任。但乌西雅背叛
这条例，结果就成了患麻风的〔代下二六 16~21〕。
在这三个事例中，每一次都是先有麻风进到背叛的
人里面，然后从那人里面生发出来。 

按照旧约，麻风是某种起因的结果，那种起因
就是背叛神的权柄、神的代表权柄、神的法则和神
的经纶。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曾背叛过神的权柄，
……背叛神的法则，……〔并且〕背叛过神整个的
经纶。……在神眼中，我们都成了患麻风的。 

麻风表征罪。圣经中头一个罪的事例，乃是撒但
背叛神。……在撒但背叛以前，没有罪这样一个东西。
罪不是创造出来的，乃是由背叛的天使长路西弗发明
出来的。 

中高生篇 

麻风是从人里面发出来严重的罪，就如明知故
犯、任意妄为、定意顶撞神的罪。因为堕落的人里
面住着罪，人的里面有麻风的性质。 

米利暗看见摩西的缺点时，因为竞争心而背叛
摩西就患了麻风。所以麻风的发病是由外在的因素
加上内在的作用所引起。 

作为中高生的你为了不发麻风病，需要警惕自己。
发脾气、称义自己、不肯赦免人，是属灵麻风的标
志。  

弗 4:26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27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发脾气：你不能一直发脾气。留在怒气里就给撒旦
留地步，麻风发病的可能性就很高。 

称义自己：此外，你不能只称义自己，忽视别人的
交通和感觉。因为我们的人性是不平衡的，所以许
多时候你的感觉是偏的。称义自己的人拒绝被他人
调整。如果你一直称义自己，就有可能导致麻风发
病。 
弗 4:31 一切苦毒、恼恨、忿怒、喧嚷、毁谤，同
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 
32 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

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不肯赦免人：另外你应该操练赦免和接受让你生气
的人。神在基督里赦免了你。感谢神。你应该取用
主的恩典，赦免并接受让你生气的人。 
祷告：主耶稣，在我里面住着可怕的麻风病的性质。
我“发脾气”，“称义自己”，“不肯赦免人”。
这表明我肉体的人是患麻风的人。如果我按肉体而
行，麻风病就会实际发病，这事会变得很严重。在
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实际事情上，救我脱离背叛
老师，背叛父母。操练运用自己的灵，认自己的罪，
赦免他人。救我脱离麻风发病的悲惨局面。 

经历②：对付内里麻风病的性质，为了主的见证，
过向上的在职生活 

  这些毛发在圣经中都有它预表的意思。头发是
指人的荣耀，胡须是指人的尊贵，眉毛是指人的美
丽，全身的毛是指人天然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有他所夸耀、所显扬的地方。有人
自夸他的出身，有人自夸他的学问，有人自夸他的
美德，也有人自夸他的热心爱主。每一个人都能在
自己身上找出一些可夸的地方，引以为荣，而显扬
在人的面前。这就是他的头发。 

  人也都自居尊贵。有的人自居他的地位，或自
居他的身家，或自居他的属灵，总觉得他自己比别
人高超。这就是他的胡须。 

  同时在人身上还有一些天然的美丽，就是天然
的长处和优点。这些不是神的救恩所带给人的，乃
是人生来就有的。这就是人的眉毛。 

  最后，人还满有天然的能力、办法、主张，以
为能为主作这个，能为主作那个，觉得什么都能。
这就是说，人全身还有很长的毛，没有剃掉。 

  凡这些，都不是我们从身外所受的玷污，而是
我们本身与生俱来的难处。从身外所受的那些玷污，
只要用水洗就可以了，但我们本身的这些难处，却
必须用刀来剃，也就是用十字架来对付，才可以。
这说出这些对付，乃是深重的，是伤到我们里面的，
也是使我们很痛苦。 

利 14:40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
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41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
外不洁净之处； 
42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
泥墁房子。 

“要另用灰泥墁房子”（42 下）……表征用对主
恩典工作的新经历，来更新召会。 

  我们需要在召会生活中有新的起头，就是用对
主恩典工作的新经历来更新召会。这……乃是以新
的方式带进基督的丰富。倘若我们……只是按律法
把一些人挪开并以别的来顶替，就会使召会变成空
的，因而使召会受害更多。所以带领的人需要祷告，
或者带着禁食，使召会在对主恩典工作的经历里，
有新的得着。这样，召会生活就会得着更新，就是
用新的灰泥重新墁过，使众肢体因更新的召会生活
而快乐。 



 

青职篇 

  作为在职者的你，要与主一同勤奋工作，若有
主的引导，要为这主的见证而升迁。但是，你必须
要对付隐藏在里面的高傲，个人主义，爱财等消极
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就会变成被高傲充满
的病人。 

提前 6:10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
就受迷惑，离弃了信仰，用许多苦痛把自己刺透了。 

  另一方面，因为在你里面的基督是复活，升天的
那一位，你作为基督徒，必须要过向上的生活。你为
了主，与主一同，在主里过向上的在职生活时，请主
将你里面隐藏的夸耀和高傲暴露出来。 

有的人会夸耀自己的教育，有的人会夸耀自己的
出身，夸耀事业上的成功或业绩，夸耀外在的美，
或是夸耀天然的美德。 

约壹１: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
此有交通，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
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
了。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
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要求主将隐藏在你里面的麻风病的性质暴
露出来，将暴露出来所有的罪一项一项祷告到主的
面前。如果这样做，你就可以与主一同恢复向上的
生活。 

  更进一步，你不仅需要对付自己的麻风病的罪，
也许还需要对付麻风病人。这时，你不是根据律法
来对付麻风病人，乃是要到主面前禁食祷告，与属
灵同伴交通来对付。如果可能的话，应该祈求麻风
病人悔改和得洁净。当然，为了洁净他们，他们也
有必要祈求自己被洁净。 

祷告：哦，主耶稣，我为了主的见证，要与主一同
过向上的在职生活。同时，我必须要警戒我自己肉
体里各种麻风病的性质。如果不这样的话，不知何
时就会变成过为了情欲和金钱向上的生活。主啊，
请将我里面照亮。一项一项认我在主的光照下显出
的罪。主啊，我认自己的高傲，优越感，夸耀。我
不是照着肉体而活，而要照着灵而活。阿门！ 

 

 

 

 

 

 

 

 

 

 

 

 

 

 

 

诗歌 228 (英 280) 

圣灵的丰满─藉十字架 

_一_ 

求主宝血洁净我，洗尽所有罪过， 
将你圣洁的膏油，重新为我涂抹。 
我认自己的生活，真是失败、软弱， 
我望充满你的灵，完全为你而活。 

（副）哦，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怜的自己！ 

求主使我从今后，完全充满了你。 

_二_ 

我心何等的干旱，常为软弱悲叹； 
我是何等的盼望，能被圣灵充满。 
求主让我今隐藏在你击伤石磐； 
求主今听我呼求，让你活水泛滥。 

_三_ 

我心何等的冷淡，顺服何等迟慢； 
愿主圣灵充满我，使我不再背叛。 
我今躺卧在祭坛，不敢稍为动弹； 
求主烈火从天降，把我所有烧干。 

_四_ 

求主十架在我身，天天作工更深， 
把我度量扩充大，使我化为灰尘； 
好叫圣灵充满我，天天比前更多， 
你的活水到处流，解除众人干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