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赏基督作为赎愆祭的实际（诗歌：补 24）
Overview：作为神的羔羊，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对付罪性和罪行，除去人类的罪。基督这神的羔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保罗在福音上传给圣徒的第一件事，乃是基督为我
们的罪死了。我们需要祂为我们死，作我们的代替。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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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爱了。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为我
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主的血乃是神的公义所要求的，为使罪得赦免。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主的血已经流出，使罪得赦；新约也凭祂的血得以成立。基督
“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祂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乃是除罪的事已经成就的标记和证明。 

Ⅰ．“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约１：
29）： 
Ａ．作为神的羔羊，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对付罪性和
罪行，除去人类的罪。 
Ｂ．基督这神的羔羊满足了神公义、圣别、和荣耀的
要求。 
Ｃ．基督作为救赎的羔羊，在创世以前，就是在宇宙
被造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却为我们显现出来。
Ｄ．基督是从创世以来，就是从受造之物存在起，就
被杀的羔羊。』 

Ⅱ．作为赎愆祭的实际，“基督…为我们的罪 
死了”（林前15：3）： 
Ａ．保罗在福音上传给圣徒的第一件事，乃是基

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Ｂ．“为”的意思就是，基督替我们死了： 

１．我们需要祂为我们死，作我们的代替。 

２．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而代表我们

死，好完成救赎。 

Ⅲ．作为赎愆祭的实际，“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
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彼前3：18）： 
Ａ．这里的“罪”在原文为复数，指我们在外面行为上所犯的罪。 
Ｂ．“代替”指明基督的死不是为殉道，乃是为救赎。 
Ｃ．基督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为公义的神所审判，好除
去我们罪的拦阻，引我们到神面前。 
Ｄ．基督救赎我们脱离罪，归向神，脱离我们不义的品行，归向
公义的神。 

Ⅳ．作为赎愆祭的实际，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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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24）： 
Ａ．按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将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祂这
神的羔羊身上：１．希伯来九章二十八节说，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
２．基督一次受死，担当了我们的罪，并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审判。』 
Ｂ．主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作祭物，是在祂的身体里，把我们的罪担上了十字架（成
就平息的真祭坛）。 
Ｃ．在基督的死里，我们已经向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着；这向义活着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
活着: １．义是神行政的事。２．我们已经得救，好使我们在神的行政下过正确的生活，就是
过一种与神行政中义的要求相合的生活。 
Ｄ．“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１．一面，基督的鞭伤医治我们，使我们
借着祂的死脱离罪。２．另一面，这个医治点活我们，使我们得以向义活着。 

Ⅴ．作为赎愆祭的实际，基督“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约壹2：2）： 
Ａ．“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
在此就是爱了”（约壹4：10）。 
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１．基督为我们的罪，将自己当作祭物献给
神，不仅为着救赎我们，更为着满足神。２．借着基督的代死，并在祂这代替我们者里
面，神得着满足且得着平息；因此，基督是神与我们之间平息的祭物。』 
Ｃ．希伯来二章十七节启示，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平息：１．主耶稣为我们的罪
成就了平息，满足了神对我们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和好。２．基督借着祂在
十字架上的工作，为我们的罪成就平息；这就是说，祂为我们使神平息。３．基
督借着平息神的公义以及祂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要求，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一切的
问题。 

Ⅵ．作为赎愆祭的实际，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
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加1：4）： 
Ａ．基督虽然是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但祂钉十字架的目的乃是要把我们从
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１．世代是世界这撒但系统的一部分。２．世代是
指撒但系统的片段、方面、以及现今时髦的表现，为撒但所利用，篡夺并霸占
人，使人远离神和神的定旨。３．现今的世代乃是撒但世界系统现今的部分。
４．罪是属魔鬼的，现今的世代是属撒但的。 
Ｂ．没有基督的钉十字架，我们无法对付魔鬼所藏于其后的罪，或撒但所
藏于其后的邪恶世代： 
１．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要拯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世代。２．我
们若要蒙拯救脱离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我们的罪必须受对付。 
Ｃ．按加拉太书的全文看，一章四节所说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是指宗教世
界，世界的宗教系： 
１．这由六章十四至十五节得着证实，那里把割礼看作世界（宗教世界）
的一部分；对使徒保罗，这世界已经钉了十字架。 
２．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目的要把我们从宗教，就是现今这邪恶的
世代救出来；对保罗时代的信徒和今天的我们，原则都是一样的。』 

Ⅶ．作为赎愆祭的实际，主耶稣说，“这是
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太26:28）： 
Ａ．主的血乃是神的公义所要求的，为使罪
得赦免。 
Ｂ．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 
Ｃ．主的血已经流出，使罪得赦；新约也凭
祂的血得以成立： 
１．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成就了完全的救赎，
使我们一切的罪都得赦免。２．祂的血满足
了神的公义，又救赎我们脱离堕落的光景，
回到神面前，并回到神的福分里。 
３．基督作为赎愆祭死在十字架上，流出祂
的血来，使新约得以成立，信徒的罪也得以赦
免。 
４．祂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
罪”，并且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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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Ⅷ．作为赎愆祭的实际，基督“成就了洗罪的 
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来1:3）： 
Ａ．「“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 
右边坐下了”（来10:12）：１．基督为着罪将自己
当作祭物献给神，就把罪除掉了。２．祂永久在神的
右边坐下，乃是除罪的事已经成就的标记和证明。 
Ｂ．基督已经“成就了洗罪的事”： 
１．在三节里，“洗罪”指明我们的罪已被洗去
了。２．基督已经一次永远地成就了洗罪的事；
祂那一次的流血，成功了永远的洗净。３．照
利未记十六章的预表看，主耶稣是把祂的血带
到天上的至圣所，洒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成
就平息，使我们在神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
切的罪”。 
Ｃ．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因此
祂献上自己是一次永远的，并且借着祂的死所
完成的救赎也是永远的，有永远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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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 约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之罪的！ 

彼前1:20 基督在创世以前，就预先被神知道，却在诸时期的末后，才为你

们显现出来； 

第二日 林前15:3 我从前所领受又传与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

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彼前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你们到

神面前；在肉体里祂被治死，在灵里祂却活着； 

来9:28 基督也是这样，既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还要向那热切

等待祂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为拯救他们。 

第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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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壹2:2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所

有的世人。 

诗89:14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真实，行在你面前。 

第四日 来2:17 所以祂凡事该与祂的弟兄一样，为要在关于神的事上，成

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好为百姓的罪成就平息。 

加1:4 基督照着我们神与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

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 

约壹2:15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

了； 

第五日 太26:28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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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日：来1:3 祂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话维

持、载着并推动万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

边； 

10:12 惟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申言稿》 
 
 
 
 
 
 
 

  



经历①：经历赎愆祭，是为了进入神里面被神充满 

在约翰福音里，神的羔羊表征在肉体里的话，作旧约一切祭物的应验，成就神

完全的救赎。基督是一切祭物的总和。祂不仅是赎罪祭，也是赎愆祭、燔祭、素

祭、平安祭、摇祭、举祭、甘心祭和奠祭。……借着基督作应验一切祭物之神的羔

羊，我们就能进入神里面，并有分于神圣的生命和性情。因着基督是神的羔羊，我

们足能进入神里面。我们能放胆进入神里面，知道祂没有权利拒绝我们，因为我们

是凭借祂的羔羊来的。我们在基督里有完全的救赎，因此我们能进入神里面，享受

祂一切的所是。 

基督是义的，祂“代替不义的”受死，这事实指明祂的死不是为殉道，乃是为

救赎。祂在十字架上作我们的代替，担当我们的罪，就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

的，为公义的神按祂的公义所审判，好除去我们罪的拦阻，引我们到神面前。这是

要救赎我们脱离罪，归向神，脱离我们不义的品行，归向公义的神 

在职青年篇 

义的基督，代替不义的你，为公义的神所审判，除去你罪的拦阻，引你到神面

前。基督救赎你脱离了罪归向神，脱离不义的生活品行，归向公义的神。 

彼前2:21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行，好叫他们在何事上毁谤你们是作恶

者，就在何事上，由于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眷顾的日子荣耀神。 

3:1 照样，作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叫那些甚至不信从主话的，也可以不

用主的话，借着妻子的品行，被主得着， 

这里的“佳美品行”，是一种不仅为着神，更被神充满并浸透的生活。这样的

品行与不信者虚妄的生活相对。 

因为你是光的儿女，所以在在职生活中很多时候，应该有罪和过犯被光照的经

历。你需要一一地认被光照的罪，得洁净。那是为了使你从罪污得洁净而被圣灵充

满。若不认罪就不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在职场中有与外邦人不

同的佳美的品行。外邦人的生活，是照着肉体，满了“淫乱、污秽、邪荡、拜偶

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私图好争、分立、宗派、嫉妒、醉酒、荒宴

以及类似的事（加5：19-21）”。因此，在很多公司，会发生职权骚扰和性骚扰，

嫉妒，恶性竞争，拉帮结派等等，使公司组织不能正常运转。然而被圣灵充满的你

的生活，满了“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

22-23）”。请读加拉太5章接下来的经节。 

加5:24 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

25 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26 不要贪图虚荣，彼此惹气，互相嫉

妒。 

你若照着肉体而行，你的品行就会和外邦人一样。请每天认自己的罪，取用基

督作赎罪祭和赎愆祭。这样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能够有被基督充满的佳美生活品

行。愿通过你这样的生活品行，外邦人的同事能够得救。阿们！ 

 

经历②：基督救赎的血的功效是永远的 

宇宙和人类的污秽，都是来自罪恶的，所以必须用赎罪的血，才能洗净。必须

有流血将罪赎尽，才能用这血洗净罪的污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就是为赎尽

人的罪，所以祂的血就洗净了人因罪而有的污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功了

洗净人罪的事，所以就到天上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照利未记十六章的预表看，祂

是把祂的血带到天上的至圣所，洒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成就平息，使我们在神面

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 

在我们得救时的洗净，是神把主耶稣所已经成功的洗净，应用到我们身上。主

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洗净，乃是在神面前一个客观的事实，等到我们得救的时候，

才在我们身上变成一个主观的经历。希伯来九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借着永远的

灵，将自己献给神。基督在十字架上，在人的身体里将自己献给神，这身体是受时

间限制的。但祂借着永远的灵作这事，这灵是永远的，不受时间的限制。祂献上自

己是一次永远的，并且借着祂的死所完成的救赎也是永远的，有永远的功效。 

中高生篇 

来 9:14  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洁

净我们的良心，使其脱离死行，叫我们事奉活神么？ 

因为基督通过永远的灵，祂自己被献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血的功效是永

远的、无限制的、能够从一切的罪中将我们洁净。这血的洁净，是包括了小罪、

大罪、无意识的罪、有意犯下的罪等所有的罪。哈利路亚！因着救赎之血的的永

远的功效，赞美主。（但是，这里不是鼓励你去故意地犯罪。你应该要敬畏神。） 

就像你每天洗手、洗脸、沐浴洗净全身一样，你应该每天都要取用主耶稣的

救赎之血。当你洗净全身的时候，比如说，你需要洗净脚趾之间等细微的部分。

如果不清洁脚趾之间，就会有脚气。你不仅要认被光照的大罪，也需要认细微的

罪，需要被洁净。 

为了要过属灵的健康生活，请你每天实行以下事项。 

i. 晨晨复兴：每天早晨，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操练灵导读主话，吃喝享受主。

为了健康的生活，首先，吃喝是必需的。 

ii. 每天，洗手、或是沐浴：同时，你每天需要认自己的罪，取用基督做赎愆祭。

那是为了，在属灵上每天多次的洗手、每天沐浴全身。 

iii. 每天早晚，更新奉献：你每天应该至少早晚将自己奉献给主。那是为了让主

能够使用你去做主的工。 

iv. 在学校拥有有见证的卓越的生活态度：在学校的学习和社团活动上，不是凭

着肉体，而是凭着灵而行，请拥有有见证的生活态度。 

v. 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箴言 11:25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你要为其他的弟兄姊妹祷告，越祝福他们，你自己越得祝福。 



補充 24 
1. 新けいやくの血は 何ととうとい！ 

かみとわれ調和し、 しゅくふく得る。 
2. 主の血はあがない、 聖べつなした。 

良しん、つみ、死より きよめられた。 
3. 血はわれらのため、 かみにかたる、 

あがない、義の要求、 満たされたと。 
4. 永遠の霊を通して ご自身ささぐ。 

犠せいはふるびず、 血えい遠まで。 
5. 血によりだい胆に めぐみの座へ、 

かみへ、至せい所へ すすみはいる。 
6. かみ、血あるかぎり、 ご自身をあとう。 

われ、受け入れられ、 主うちに生く。 
7. 新けいやくの血は 何ととうとい！ 

かみとわれ調和し、 しゅくふく得る。 

赞美主—祂的救赎 
1. 亲爱救主新约之血， 何等宝贵，超绝！ 

借此我们蒙神喜悦，与神全然和谐。 
2. 借主宝血我们得赎，圣别远离罪污: 

良心得洁，控告全无，死行桎梏尽除。 
3. 更贵得血，远胜亚伯，神前美言述说； 

完全救赎何其深阔，称义罪人如我。 
4. 无瑕羔羊献作牺牲，乃借永远的灵； 

历久弥新，宝血有能，功效及于永恒。 
5. 借血坦然进至圣所，摸神施恩宝座； 

享神肥甘，神前生活，新约福分得着。 
6. 主血保证：神的自己，我们全享无遗； 

蒙神接纳，进入神里，神也活我们里。 
7. 亲爱就主新约之血，何等宝贵，超绝！ 

借此我们蒙神喜悦，与神全然和谐。 

Hymns,#1090Praise Of The Lord - His Redemption 
1. Dear Lord, how precious is Thy blood,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it God's blessings we receive, 
And we with Him are blent. 

2. 'Tis by Thy blood we've been redeemed, 
And by it sanctified. 
Now is our conscience free from sin, 
From dead works purified. 

3. Better than Abel's, now Thy blood 
Speaks unto God for us. 
Perfect redemption it provides, 
Meeting God's righteousness. 

4. Through the eternal Spirit, Thou 
Offeredst Thyself to God. 
This sacrifice can ne'er grow old; 
Timeless is Thy dear blood. 

5. 'Tis by Thy blood we boldly come 
Unto the throne of grace, 
Unto our God, the cov'nant new, 
And to the Holiest Place. 

6. Lord, by Thy blood, God is obliged 
His very Self to give; 
He must receive us to Himself, 
And He in us must live. 

7. Dear Lord, how precious is Thy blood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it God's blessings we receive, 
And we with Him are bl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