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着神的定旨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诗歌：18）

Overview：赎愆祭表征基督作为供物，解决我们行为上诸罪的难处。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乃是喝基督这活水，使我们成为新
耶路撒冷的路。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结果使我们敬畏神并爱神。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圣徒，会杀死细菌，消除难处，并维
持那灵的一。因着神知道我们罪行的记录，我们最好借着认罪求祂除去那记录。这样彻底并细致地认罪之后，我们就在素质上和经纶上被那灵充满，使我们有活
力，并在神里面放胆讲说神的福音。每个过犯的源头，都是我们肉体中的罪，而过犯的原因，乃是我们没有绝对为神而活。不把我们所知道的实情见证出来，就
是不诚实、不忠信，不像我们的神那样信实、诚实；这实际上是对付说谎；说谎与谎言之父撒但有关。在神面前冒失地说话，草率、轻忽、卤莽地表达我们的意
见，指明我们不为神而活，也不敬畏神。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缺少耶稣的人性。献赎愆祭的人，应当按照神圣的尺度、标准、量度，在财物上是义的。大卫的
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结果产生所罗门（“平安”）这建造神殿者。 

Ⅰ．赎愆祭表征基督作为供物，解决我们行为上诸罪的难处： 
Ａ．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乃是喝基督这活水，使
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路。 
Ｂ．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乃是维持我们在生
命的交通中，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达到生命成熟的路。 
Ｃ．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结果使我们敬畏神并爱
神。 
Ｄ．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圣徒，会杀死细菌，消除难处，并维持那灵的
一。 

Ⅱ．我们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愆祭时，需要彻底承认
我们一切的短处、软弱、错误、罪恶，好对神对人常
存无亏的良心： 
Ａ．因着神知道我们罪行的记录，我们最好借着认罪
求祂除去那记录。 
Ｂ．这样彻底并细致地认罪之后，我们就在素质上和经
纶上被那灵充满，使我们有活力，并在神里面放胆讲说
神的福音。 

Ⅲ．赎愆祭至终又是赎罪
祭，表征基督为我们的罪救
赎我们，解决了罪的两面问
题——在我们里面性情上的
罪，以及在我们外面行为上
的罪。』 

Ⅳ．两只斑鸠或两只
雏鸽，一只作赎罪
祭，一只作燔祭，就
形成赎愆祭，这表征
每个过犯的源头，都
是我们肉体中的罪，
而过犯的原因，乃是
我们没有绝对为神而
活。 

Ⅴ．利未记五章说到四个需要赎愆祭的特别项目，为叫神的子民能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好与三一神合并，使祂得荣耀：Ａ．不把
我们所知道的实情见证出来，就是不诚实、不忠信，不像我们的神那样信实、诚实；这实际上是对付说谎；说谎与谎言之父撒但有关。 
Ｂ．摸了属灵死亡的不洁，在神眼中是最严重的事：』 
１．我们若想要过从死亡分别出来的圣别生活，就需要谨慎我们与人的接触：ａ．分蹄反刍的走兽，表征在行动上有分别，并接受神的话，
反复思想的人。ｂ．有鳍有鳞的水族，表征能在世界中自由行动、活动，同时又能抗拒其影响的人。ｃ．有翅能飞，吃生命种子作食物供应
的飞鸟，表征能在离开且超脱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并以生命的事物为生命供应的人。ｄ．有翅膀，并且足上有腿，能在地上蹦跳的昆
虫，表征能在超越世界的生命中生活行动，并且能保守自己脱开世界的人。 
２．利未记五章二节里这些动物的尸体，指在召会生活里，三种不同的属灵死亡，可能在神子民中间散布：兽表征野蛮的死亡，牲畜表征温
和的死亡，爬物表征狡猾的死亡： 
ａ．不论是哪一种死亡，都是不洁、污秽且玷污人的；在神眼中，死是祂最憎恨的事。ｂ．按照旧约的预表，死比罪更玷污人。 
３．我们需要作拿细耳人，从死亡分别出来，并且满了生命，对抗死亡。』 
Ｃ．人的不洁，表征一切从天然人和天然生命漏泄出来的，不论好坏，都是不洁的。 
Ｄ．在神面前冒失地说话，草率、轻忽、卤莽地表达我们的意见，指明我们不为神而活，也不敬畏神。』 

Ⅵ．利未记五章十一节的细面，表征耶稣的人性，用来作赎罪祭，
指明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缺少耶稣的人性：Ａ．这指明我们犯
罪，不仅是因为我们性情里有罪，也不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绝对为
着神，更是因为我们没有耶稣的人性；耶稣在祂的人性里，没有
罪在祂里面，并且祂是绝对为着神。 
Ｂ．献细面一伊法的十分之一为赎罪祭，表征只需要一点耶稣
的人性，就足以消杀我们里面消极的事物，并供应我们的需
要。 

Ⅶ．偿还并另外
加五分之一，表
征献赎愆祭的
人，应当按照神
圣的尺度、标
准、量度，在财
物上是义的。 

Ⅷ．“大卫从作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太1:6）：Ａ．诗篇五十一篇是在大
卫犯了谋杀乌利亚，并夺取他妻子的大罪，且受了申言者拿单责备之后作的：
１．“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诗51:4）。２．“求
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9节）。３．“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
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17节）。４．“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
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18节）。 
Ｂ．大卫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结果产生所罗门（“平安”）这建造神殿者:
１．召会总是借着所罗门这样的人建造的，他是人的过犯和悔改，加上神的赦免所产生
的。２．当我们经历我们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我们在召会的建造上就会非常
有用。 

2018/4/16-4/22 利未记结晶读经(一)#8 



第一日：约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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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2:24 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向
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着；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以赛亚53:5 那知祂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祂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因祂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
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10 耶和华却喜悦将祂压伤，
使祂受痛苦。祂使自己成了为着罪的祭，祂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祂手中亨通。11 祂必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
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那义者我的仆人而成为义的；并且祂要担当他
们的罪孽。 
第二日：利未10:17 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耶和华又给了你们，要你们担
当会众的罪孽，在祂面前为他们遮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 
5:6 并要为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绵羊或山
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遮盖。 
诗51: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并洁净我的罪。 
加6:1 弟兄们，即使有人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也当用温
柔的灵挽回这样的人，可是要当心自己，免得也被试诱。 
第三日：利未5:1 若有人听见传唤作证的声音，他本是见证人，却不把所
看见或知道的说出来，他就犯了罪，要担当他的罪孽。 
约8:44 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愿意行。他从起初就是
杀人的，并且不站在真理中，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
己的私有物，因他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 
利未5:7 他的力量若不彀献一只羊，就要为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两只
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一只作赎罪祭，一只作燔祭。 
第四日：利未11:3 凡分蹄，就是蹄裂两瓣，并且反刍的走兽，你们都可以
吃。 
5:2 或是有人触着什么不洁之物，无论是不洁之兽的尸体，或不洁之牲畜
的尸体，或不洁之爬物的尸体，他却没有觉察到，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
罪过。 
第五日：利未5:3 或是他触着人的不洁，无论是染了什么不洁，他却没有
觉察到，一知道了就有了罪过。4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或行善；
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没有觉察到，一知道了就在其中的一件
事上有了罪过。 
第六日：利未5:11 他的力量若不彀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就要为所犯的
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一伊法的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
加上乳香，因为这是赎罪祭。 
太1:6 …大卫从作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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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①：认自己被光照的罪，留在永远生命的交通中，被圣灵充满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蒙称许，我们可以彻底地认我们的罪、过错、缺欠

和失败。主耶稣的血就会立即洗净我们，（约壹一9，）我们就能称许自己
了。我们都该这样实行，尤其是当我们来到主筵席前的时候。有分于主的筵
席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我们众人若都能花一两个钟头个人亲近主，彻底地认罪，那是太好
了。…你最好自己有这样的认罪。…我们都需要私下的时间，向神认每一件
事。我们不需要担心祂知道我们的罪，因为祂已全知道了。祂既然知道我们
一切罪行的记录，我们最好借着认罪，请求祂将那些记录从我们身上去掉。
我们众人都需要。 

要有仔细的赦罪，你就必须仔细地认罪，详详细细地向主认罪。凡这样
作过或这样作的人，都能见证经过彻底的认罪，他们里面就被那灵充满，外
面也穿上那灵。他们有那灵里面素质的充满，也有那灵外面经纶的充溢。 

中高生篇 
约一1:2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
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与你们；） 
6 我们若说我们与神有交通，却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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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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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一书1章2节里有永远的生命，6节里有永远生命的交通，7节里有神
的光和耶稣的血，8节中在神的光下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罪，9节中有认罪和
罪得赦免。在圣经的这个部分里，你可以看到属灵生活的循环。这个循环
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的交通、神圣的光、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你越
享受神圣生命的交通，你越多得到神圣的光照。你越接受神圣的光照，你越
能得着耶稣血的洁净。这样的循环在神圣生命的长大中，会让你往前、达到
生命的成熟。 

当你在召会生活中享受主的时候，就有主的光照。被光照的时候，不能
讲借口、认别人的罪。如果你那样做了，就会切断神圣的生命的交通。你要
顺服主，单纯的认自己被光照的罪。那样的话，你就可以停留在生命的交通
中。 

你可能多次犯下因自己的缺点而来的罪。比如说，偶尔考试的成绩还不
错，就骄傲而懈怠学习。那样下次考试又考砸了。这个罪被主光照了，因为
你没有认罪，又会陷入黑暗，重复同样的失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不能变
得不信，认为，“我已经多次重复同样的错误，就算现在认罪，也已经晚
了”。对基督徒重要的是，单纯和持有信心。不论是哪类的罪，神儿子的血
都可以从中洁净你。你要变的单纯，接受圣经节的真理，认自己的罪，回到
生命的交通中，经历被圣灵充满。 

 

 
 

经历②：神用你的大失败得以变化你 
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的悔罪诗。大卫悔改，神就赦免。（撒下十二

13。）有悔改，也有赦免。这里共有三项：过犯、悔改和赦免。我们若将这

三项放在一起，结果就是所罗门。 
你需要一直在神眼中是正当的，但要知道你的正当对召会的建造并无益

处。…有一天，你会作可怕的事。…然后你需要读诗篇五十一篇，使这篇诗
成为你的诗，并且你要到主面前去，说，“主，我悔改。我作了这邪恶的
事，唯独得罪了你。赦免我。”这样悔改以后，你会有另一种结合，就是你
的过犯和悔改与神的赦免结合。这会生出所罗门，他对你是平安的，也是主
所爱的。这人要建造召会，就是神的殿。那时你在召会的建造上就会非常有
用。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者，你也许会有很大的失败。例如，你是专案的领导人，主

管常常提醒你要在某个期限前决定专案的方针。然而你却依然拖拖拉拉，
时间过了，但却什么都没决定就这样过了期限。因着这件事，带给专案的
成员和主管很大的弊端。结果，你就被退去了专案的领导人的身份，在公
司里烙下“不会做事的人”的印记。虽然你不是故意犯下这样的失败，却
因这失败在公司里陷入困境。 

你首先要认识神儿子耶稣的血的功效是永远的。永远就是不受时间的

限制，在性质上也不受限制。接着，你要知道神是用你这样的大失败来暴
露你，显示出你在肉体里毫无任何盼望。最后，神用你的失败，就得以生
出为着建造召会的所罗门。 

罗 8:28 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
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30 祂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
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因此，你在大失败里也不可以陷入没有信心的状态。看起来你没有退路，

但并不是没有。神会用你这羞耻的失败，让你得以成长，是有这样积极的目
的。你不要说：“自己完全不行、没有盼望。因为已经犯下如此严重的过失，
已经无法挽回。”一方面，你要认识到自己的肉体完全没有任何盼望，肉体
是无法改良的。另一方面，若是你爱神，这些大的失败也会互相效力，带给
你属灵上的益处。你要持守信心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我认我自己这可
悲的罪。这罪是难堪、丢脸的罪。但是，我相信神儿子耶稣的血对这样的罪
是有功效的。赞美神儿子耶稣的血。请赦免我的罪。阿们！不止如此，神不
捨弃这样的我，为了要完成你的经纶而变化我。因你的经纶远远超过我的

心思和感觉，我要用我的信心，来到主话前，信入并接受。主耶稣，我爱
你。虽然我失败了，但更要更新自己的奉献。因着你的怜悯，我赞美你。” 



１８ 父を礼拝する―彼の義 
1. ちちよ，なが義のゆえ， われらは礼はいす; 

われ義とされしゆえ， だれ良心責めるや? 
なれこう義，信じつゆえ， なが義に立てば， 
なが義のみうでより， われをうばうものはなし。  

2. わがつみ，イエスに置き， なが義，イエス死なす; 
律ぽうのようきゅうを， イエスはみな満たす。 
かみ，イエスのなだめ受け， われかいほうす; 
もっとも義なるかみの こころ，まったく満ち足る。 

3. 身代わりなるイエスを， 受け入れしちちは， 
不義なるわれのため， 義なるイエス，さばく。 
イエスはながみぎに座し， なが義をしめす; 
イエスはながまんぞく， すくいはとわに変わらず。 

4. 主の血によりわれは， すでに義とされる; 
なが義の保護により， われふるうものなし。 
なが義とされしわれを， だれ責め得るや? 
新エルサレムにあり， とわにこのあかしをなす。 

 
１８ 父神為著你的公義 

1. 父神，為著你的公義，我們俯伏敬拜你； 
你既因主稱我為義，誰能將我良心抑？ 
你既公義，你又信實，靠你公義我站立； 
在你永無半點不義，誰能轉動你義臂？ 

2. 你將我罪已歸耶穌，你的公義將祂誅； 
你的律法所有要求，祂照你義全滿足。 
從祂你已得到贖價，因此我已得釋放； 
你這極公至義的神，怎能向我再討償？ 

3. 公義父神，你已接受耶穌作我的代替； 
祂是義的受你審判，代替我這不義的。 
祂今坐在你的右邊，作你公義的明證； 
祂已使你完全滿足，你義使你難變更。 

4. 藉著基督贖罪寶血，我已得著你的義； 
在你這義遮護之下，無何能將我搖移。 
你且使我成為你義，何人能再定我罪？ 
將來在那聖城撒冷，我這見證永不頹！ 

 
 
 
 

 
 

20 WORSHIP OF THE FATHER-HIS RIGHTEOUSNESS 
1. God our Father, we adore Thee, 

For the sake of righteousness; 
Thou in Christ hast justified us, 
Who our conscience can depress? 
Thou art righteous, and art faithful, 
On Thy righteousness we stand; 
No unrighteousness is in Thee, 
None can turn Thy righteous hand. 

2. Thou hast laid our sins on Jesus, 
By Thy justice He was killed; 
All Thy holy law’s requirements 
For Thy justice He fulfilled. 
Recompense from Him receiving, 
Thou art fully satisfied; 
How couldst Thou, O God most righteous, 
Claim it once more from our side? 

3. Father God, Thou hast accepted 
Jesus as our Substitute; 
Judged the Just One for the unjust, 
Couldst Thou change Thy attitude? 
As a proof of perfect justice, 
At Thine own right hand He sits; 
He, as Thy full satisfaction, 
Righteously Thy need befits. 

4. Father,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We possess Thy righteousness; 
By Thy righteousness protected, 
None can shake our stedfastness. 
Righteousness of Thine Thou mad’st us, 
None can ever us condemn; 
We’ll forever testify this 
In the new 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