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8/27-9/2 #3：希伯来书作为利未记的解释 
(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Ⅰ．利未记是一卷预表的书；对基督最细致、最
详尽的预表乃是在利未记里： 

A) 基督奇妙且包罗，单凭明言不足以启示祂；预
表实际上就是一幅幅的图画，也是需要的。 

B) 利未记既是一卷预表的书，就需要加以解释；
使徒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解释利未记。 

Ⅱ．希伯来书是利未记的解释： 
来9:25 祂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
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至圣所． 
26 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祂就必须多次受
苦了；但如今祂在诸世代的终结显明了一次，
好借着献上自己为祭，把罪除掉。 

A) 我们要对利未记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看见
利未记与希伯来书之间的关联。 

B) 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见利未记一至七章里
供物之预表的实际： 
①赎罪祭表征基督是为着神子民之罪的供物；
我们的罪由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所对付。』 
②整个赎罪祭牲，包括皮和所有的肉，连头带
腿，并内脏与粪，都要在营外烧了： 
ａ．这表征基督作赎罪祭，在犹太宗教之外忍
受凌辱。 
来13:11 原来祭牲的血，由大祭司为着罪带
进至圣所，祭牲的身体，被烧在营外。 
12 所以耶稣为要藉自己的血圣别百姓，也就
在城门外受苦。 
ｂ．基督是在耶路撒冷之外被钉死的，耶路撒
冷被视为代表犹太宗教组织的营。 
③ 基督来顶替利未记里供物的预表： 
ａ．基督作为独一的祭物与供物，除去旧约所
有的祭物与供物，立定祂自己作新约的祭物
与供物。 
ｂ．基督来作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祂在十字
架上献上自己，来作一切供物的实际。 

Ⅲ．利未记的中心思想乃是：宇宙般包罗万有并无
穷无尽的基督，对神并对祂的子民乃是一切；希
伯来书作为利未记的解释，启示基督奇妙、奥秘、
包罗万有的人位： 

A) 在利未记这卷书本身，我们无法看见我们所
献上并享受作供物的基督是何等伟大、超绝、
奇妙、包罗万有且无穷无尽；我们要有包罗万
有之基督的启示，就需要来看希伯来书里所
启示之基督的各方面。』 

B) 子基督是希伯来书的中心和重点。 
C) 在新约，神是在子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 

来1:2 就在这末后的日子，在子里向我们说
话；神已立祂作承受万有者，也曾借着祂造了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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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子就是神自己，是彰显出来的神。 
②希伯来书的精髓乃是神在子里的说话。 

③父神是隐藏的，子神是显出的；子作为神的
话和神的说话，已经将神表明出来，使神得着
完满的彰显、说明和解释。 

D) 在神格里，子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
像： 
①荣耀是外在的彰显，本质是内在的素质： 
ａ．说到荣耀是神外在的彰显，子是神荣耀的
光辉，是父荣耀的照明。 
ｂ．说到本质是神内在的素质，子是神本质的
印像，是父所是的彰显。 
②子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像，意思
是说，子是神临到我们。』 

E) 在神的创造里，子是创造者、维持者和承受者： 
①已过，万有是在祂里面并借着祂而有的，也
是为着归于祂而有的。 
②现今，子用祂大能的话维持万有，万有也在祂
里面得以维系。 

F) 子废除了魔鬼；及至时候满足，子就为童女所
生，来成为肉体，好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废
除魔鬼。 

G) 基督是我们进入荣耀之完满救恩的创始者，
元帅： 
①神永远的目标，是要领祂许多的儿子进荣
耀里去，就是进入神的彰显里。 
②身为元帅，基督已领先进入荣耀；我们这些
跟从祂的人正在同一条路上，也要被带进神
为我们所命定同样的荣耀里。 

H) 基督是使徒和神家的建设者： 
来2:10 原来万有因祂而有，藉祂而造的那位，
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就借着苦
难成全他们救恩的创始者，这对祂本是合宜
的。 
①主耶稣是我们的使徒，就是受差遣，从神并
同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祂同着神到我们
这里，与我们分享神，使我们有分于祂神圣的
生命和性情。 
②基督在祂的人性里是神家（神建筑）的材料，
在祂的神性里是建设者。』 

I) 基督是怜悯、忠信、尊大的大祭司： 
来3:6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
将因盼望而有的胆量和夸耀坚守到底，便是
祂的家了。 
① 基督能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因为祂是
神的儿子，具有神性，也是人的儿子，具有人
性；祂是怜悯的，与祂是人相合；祂是忠信的，
与祂是神相合。 
②基督是我们尊大的大祭司，在祂的人位、工
作和所达到的事上是尊大的；祂经过了诸天，
并且能同情我们的软弱。 

J) 基督是已进入幔内的先锋。 
①主耶稣所进入的诸天，就是今日幔内的至
圣所。 
②主耶稣作先锋，领先经过风暴的海，进入属
天的避风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作了
大祭司。 



K) 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保证： 
①二十二节的“保证”一辞，意指基督将自己
质押给新约，并给我们众人。。 
来7:22 祂就成了更美之约的保证。 
②祂是保证人，担保祂要作成所需的一切，使
新约得以成就。 

L) 基督是能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 
①基督作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承担我
们的案件。 
②基督为我们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
可以蒙拯救，并完全被带进神永远的定旨。 

M) 基督是诸天里的执事。 
来 7:25 所以，那借着祂来到神面前的人，祂
都能拯救到底；因为祂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
求。 
26 像这样圣而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
并且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 
①基督是真帐幕（天上帐幕）的执事，把天（不
仅指地方，也指生命的情形）供应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有属天的生命和能力，在地上过属天
的生活，正如祂从前在地上一样。 
②凡基督这属天的执事所执行的，祂作为那
灵都应用到我们身上；凡祂所供应的，都传输
到我们灵里。』 

N) 基督是进入诸天之上的至圣所并得到永远救
赎的一位： 
①基督的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乃是等
到祂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就是将祂赎罪的血带
去献在神面前，祂才从神得到有永远功效的救
赎。 
②因着基督作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一次永
远地为罪献上自己作祭物，除去了世人的罪，
祂洒在天上帐幕里的血，就为我们成功了永
远的救赎；因此，我们得赎乃是用基督的宝血。 
③基督是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的。 

O) 基督是那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 
①基督作为那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开路
使我们得以借着祂的血，从幔子（就是祂的肉
体）经过，进入至圣所。 
②借着基督这更美的祭物，我们得以坦然进
入至圣所。 
③今天虽然至圣所是在主耶稣所在的天上，
但在十章十九节，至圣所是指在我们灵里的 
至圣所；我们的灵是神的住处，是神和基督居
住的内室。 

P) 在利未记里所预表，并在希伯来书里所启示
之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分： 
来10:19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进入至圣所， 
20 是借着祂给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
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祂的肉体，。 
①希伯来书所启示基督的各方面是无穷无尽
的。 
②这样一位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永远的
分，给我们享受。』



经历①：经历基督的包罗万有和无穷无尽 

在希伯来十章五至十节，我们看见基督是独一
的祭物和供物。……祭物对付罪与诸罪，供物乃是
给神的礼物使神快乐。旧约所有的祭物与供物都是
预表基督这新约独一的祭物和供物。借着基督作为
供物，我们与神，神与我们便能相互享受，共享交
通。 

基督作为独一的祭物与供物，除去旧约所有的
祭物与供物，立定祂自己作新约的祭物与供物。基
督是我们的祭物，对付罪性与罪行；祂也是我们的
供物，我们的礼物，献给神使神得满足。 

基督来作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祂在十字架
上献上自己，来作一切供物的实际。祂是赎罪祭、
赎愆祭、燔祭、素祭与平安祭的实际。 

利未记的中心思想乃是：这位宇宙般包罗万有
并无穷无尽的基督，对神并对祂的子民乃是一切。
今天，我们能说到对基督的享受，但有一天，万有
都要在基督里归一于一个元首之下（弗一 10）。那
时，基督要成为神和人的一切。对这一位的享受，
要成为宇宙中唯一的庆祝。 

中高中生篇 
即使你是初中高中生，你也承接了祭司的圣职，

正式地成为了新约的祭司。成为祭司的你必须献上
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和平安祭，五种主要
的祭物。这所有祭物的实际就是基督。基督是包罗
万有、无穷无尽的，对于神和祂的子民来说是一切。 

基督是理科学习的秘诀、文科学习的秘诀、和
老师建立良好关系的秘诀、和同学建立良好关系的
秘诀、也是和父母、兄弟姊妹建立良好关系的秘诀。
基督对于作为初中高中生的你来说是一切的一切。
从人的观点来看，理科第一名、文科第一名、体育
第一名、音乐和美术也是第一名、人性也是最优秀
的，是没有这样的人的。因此，通常数学方面听 A
的、英语方面听 B 的、体育方面听 C 的、音乐方面
则会听 D 的。所以，你能习惯地说马上理解并经历
“基督是包罗万有的，是你所需要的一切。”这件
事是很难的。 

利未记和作为利未记解释的希伯来书让我们
看到了你所信入的基督是何等伟大、超绝、奇妙、
包罗万有且无穷无尽。为了放下自己的观念，敞开
心思，理解基督的超绝和包罗万有，请这样祷告： 
“哦--，主耶稣，我不能因着自己有限的经历和认
知而限制你宇宙的伟大性。主啊，我操练自己的灵，
敞开自己的心思。请你赐我智慧与启示的灵。请让
我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宇宙性的基督、无
穷无尽的基督。如果不这样的话，基督对我来说就
成了白白被糟蹋的好东西。求你使我丰富地经历基
督，使基督满溢在我的学校生活中。阿门！” 

弗 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
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
盼望；祂在圣徒中之基业的荣耀，有何等丰富； 
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
权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 

一位弟兄的见证：在我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被任

命做一个操作非常复杂的实验。这是在每一个固定
的时间段内，将各种各样微量的试剂放在一起进行
化学反应，从而定量某一个物质的实验。因为每隔
一段时间就要采取样本，所以需要快速地进行所有
的事。不仅需要用吸液管正确地取微量的试剂，而
且时间也有限制。因为实验的顺序很复杂，所以大
学的学生和老师虽然做了那个实验但是都很难得
到正确的数据。因为我的手非常不灵巧，所以像这
样的工作很不擅长。这个实验对我来说很恐怖。我
虽然害怕，但是一边呼求着主名，一边这样向主祷
告了“主啊，你是我手的灵巧性。你是知道的，我
是比普通人的手还要不灵巧的人。但是我相信你，
希望在这个实验中能够经历你！”。就这样祷告后，
试验成功了，并且因为得到了非常好的数据，就连
老师也十分震惊。感谢主。主不仅是我的智慧和力
量，也是我做实验所需要的手的灵巧性。赞美主！ 

经历②：操练灵进入至圣所，在召会生活和在
职生活中取得 Win-win strategy  

希伯来十章十九至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
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祂给
我们开创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
子就是祂的肉体。”这几节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又
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 

基督这位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借着祂的血，
为我们开了进入至圣所的路，从祂的肉体这幔子经
过。这是指祂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殿里的幔子裂开，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祂借着自己的血进入至
圣所，进入神直接的同在里，作我们的大祭司，在
属天的气氛里，将神一切的所是供应到我们里面，
作我们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至圣所乃是在幔内，我
们在其中就得以享受基督，在属天的气氛里供应神
的丰富。当我们将神圣所是的这些丰富接受到我们
里面，就享受基督作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 

希伯来十章十九节的至圣所指在我们灵里的
至圣所。我们人的灵是至圣所，就是神的住处，神
与基督就住在这内室里。我们如果要找神与基督，
不需要到天上去。要得到基督里的神非常便利，因
祂就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灵里的至圣所对应诸天
之上的至圣所。 

在职青年篇 

    作为在职者的你，召会生活和在职生活必须要
取得 Win-win strategy。 

太 6：31 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要吃什么？喝什
么？披戴什么？ 
32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急切寻求的，你们的
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33 但你们要先寻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一切就都
要加给你们了。 
    在Ｗin-win strategy 中，重要的是 Priority
（优先顺序）。基督和召会是你的 Priority No1，
之后是在职生活。所以两个有冲突的时候，基督和
召会优先。这样做的话，为着生活需要的在职生活
也会蒙祝福。照着马太六章的启示，在正确的优先
顺序下，召会生活和在职生活都会蒙祝福，这个就
是 Win-win strategy。严格地来说 Win-win 



strategy，不是平衡的问题，乃是优先顺序的问题。
从神的观点来说，没有 Lose-win 或 Win-lose，只
有 Win-win 或 Lose-lose。你会选 Win-win 还是
Lose-lose? 
    为着实行 Win-win strategy，你需要认识属天
的至圣所是联于你的灵。所以要过绝对操练灵，在
灵里焚烧，心思置于灵的生活。Win-win strategy
的生活是把天上的生活带到地上，所以要过操练灵、
来到至圣所的生活。 
    例如，你最近工作很忙，加班变多了。你需要
运用主的智慧和力量，合适的管理加班。在这件事
上，要有接下来两个基本的认识： 

i. 日本社会的劳动效率是先进国家当中最差的。因
为加班太多了。这个是在没有限制加班日本公司
文化的背后，掌管日本空中势力的掌权者，妨碍
日本的劳工相信主和召会生活所做的劳工习惯。
你要正确的管理加班，就必须从事属灵的争战。 

ii. 加班太多会失去集中力，就会有许多失败。结果
就是需要恢复失败的工作，陷入负面的循环，工
作效率就变得越来越差。你不是因为讨厌公司而
限制加班，是为着公司成功而正确的管理加班。
还有，是为着你过正常的召会生活所需要的 

祷告：哦主耶稣，帮助我从撒但的策略当中蒙拯
救，不要因着加班而妨碍召会生活。加班的工作
文化是妨碍我们信徒过正常的召会生活。我要敌
对拥有空中权威的掌权者撒但和撒但的随从。我
要在召会生活和在职生活中取得 Win-win 
strategy。把我作成有见证的在职者。在主的名
里祷告。 

詩歌 388 第二首 

1 我已得到宇宙至宝， 我心因此欢呼； 
欢呼基督给我得到， 何等一位基督。 

2 我这基督是神羔羊， 担当我的罪愆； 

又是神的公义太阳， 发出医治光线。 

3 我这基督是生命树， 长在神的乐园； 

祂的美果作我食物， 供应丰富、甘甜。 

4 我这基督是被击磐， 流出活水江河； 

在我里面是生命泉， 解我一切干渴。 

5 是我生命､亮光､道路､ 安慰､安息､健康， 

是我夸口､荣耀､丰富､ 平安､喜乐､盼望。 

6 是我智慧､是我公义､ 是我圣洁､实际､是我

救赎､是我能力、 是我释放､胜利。 

7 我这基督是我祭司， 为我显在神前， 

也是先知满有启示， 且是君王掌权。 

8 是我救主､中保､大夫､ 牧人､策士､元首､ 

我兄､我父､我神､我主､ 师尊､良人､密友。 

9 基督是我元帅､先锋， 率领､争战､开路； 

 是我守卫､向导､侍从， 保守､引导､照护。 

10 基督是我永远居所、 是我丰富美地、 

是我堡垒、高台、避所、 是我永远目的。 

11 基督是我愿望、倚靠、 是我喜悦、满足； 

基督是我奖赏、目标、 是我供应、帮助。 

12 基督是我丰沃肥土、 是我春雨、甘露； 

基督是我真葡萄树， 我在祂里居住。 

13 基督是我节期、月朔、 是我真安息日； 

基督是我清晨、白天、 是我今生、永世。 

14 我这基督充满万有， 怎能述尽说竭？ 

祂是首先、祂是末后、 祂是一切一切！ 

15 我既得到这样至宝， 我心怎不欢呼！ 

欢呼基督给我得到， 何等一位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