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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祭司的承接聖職 
詩歌： 

讀經：利八1～36 

利8: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8:2 你要將亞倫和他兒子們一同帶來，並將聖衣和膏油，與贖罪祭的一隻公牛、兩

隻公綿羊和一筐無酵餅都帶來， 
利8:3 又招聚全會眾到會幕門口。 
利8:4 摩西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於是會眾聚集在會幕門口。 
利8:5 摩西對會眾說，這就是耶和華所吩咐當行的事。 
利8:6 摩西叫亞倫和他兒子們近前來，用水洗了他們。 
利8:7 給亞倫穿上內袍，束上腰帶，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得，用其上巧工織的帶子

束上，把以弗得繫在他身上； 
利8:8 又給他戴上胸牌，把烏陵和土明放在胸牌內， 
利8:9 把頂冠戴在他頭上，在頂冠前面安上金牌，就是聖冠，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

西的。 
利8:10 摩西用膏油抹帳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其分別爲聖； 
利8:11 又用些膏油在壇上彈七次，又抹壇和壇的一切器皿，並洗濯盆和盆座，使其分

別爲聖； 
利8:12 又把些膏油倒在亞倫的頭上膏他，使他分別爲聖。 
利8:13 摩西叫亞倫的兒子們近前來，給他們穿上內袍，束上腰帶，裹上頭巾，都是照

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利8:14 他牽了贖罪祭的公牛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贖罪祭公牛的頭上； 
利8:15 他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頭蘸些血，抹在壇周圍的四角上，使壇潔淨，把其餘

的血倒在壇的基部，使壇分別爲聖，爲壇遮罪。 
利8:16 又取臟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網子，並兩個腰子與腰子上的脂油，都燒在壇

上； 
利8:17 惟有公牛，連皮帶肉和糞，用火燒在營外，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利8:18 他牽了燔祭的公綿羊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羊的頭上； 
利8:19 他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灑在壇的四邊， 
利8:20 把羊切成塊子，把頭和肉塊並脂油都燒了。 
利8:21 用水洗了內臟和腿，就把全羊燒在壇上；這是燔祭，作爲怡爽的香氣，是獻給

耶和華的火祭，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利8:22 他又把第二隻公綿羊，就是承接聖職所獻的羊牽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羊

的頭上； 
利8:23 他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

大拇指上。 
利8:24 又叫亞倫的兒子們近前來，把些血抹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並右腳的大拇指上；又把其餘的血灑在壇的四邊。 
利8:25 又取脂油和肥尾巴，並臟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網子，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

油，並右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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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8:26 再從耶和華面前裝無酵餅的筐子中取一個無酵餅，一個調油的餅和一個薄餅，

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 
利8:27 把這一切放在亞倫的手上和他兒子們的手上，作爲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

搖。 
利8:28 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接過來，燒在壇上的燔祭上，都是承接聖職所獻怡爽的香

氣，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 
利8:29 摩西拿羊的胸作爲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是承接聖職所獻的公綿羊中，

歸摩西的分，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利8:30 摩西取些膏油和壇上的血，彈在亞倫和他的衣服上，並他兒子們和他們的衣服

上，使他們和他們的衣服都分別爲聖。 
利8:31 摩西對亞倫和他兒子們說，要把肉煮在會幕門口，在那裏喫，又喫承接聖職筐

子裏的餅，正如我所吩咐的，說，這是亞倫和他兒子們要喫的。 
利8:32 剩下的肉和餅，你們要用火焚燒。 
利8:33 你們七天不可出會幕的門，直到你們承接聖職的日子滿了，因爲你們要七天承

接聖職。 
利8:34 今天所行的，耶和華吩咐要照樣去行，爲你們遮罪。 
利8:35 七天你們要晝夜住在會幕門口，遵守耶和華的吩咐，免得你們死亡，因爲所吩

咐我的就是這樣。 
利8:36 於是亞倫和他兒子們行了耶和華藉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壹 在西乃山律法的頒賜以及帳幕的建造之後，神賜給祂的子民利未記

各章，訓練他們敬拜並有分於祂，而過聖別、潔淨、喜樂的生活： 

貳 利未記八章裏的記載，是關於祭司亞倫和他兒子們的承接聖職： 
利八 （畧） 

一 這指明一至七章的獻祭，是爲着祭司的承接聖職或接受任命。 
利一～七 （畧） 

二 『承接聖職』（出二八41，二九9、33、35）一辭，原意爲『雙手充

滿』；亞倫承接聖職，得着大祭司聖別的地位，藉此他虛空的雙手就得着

充滿（利八25～28）。 
出28:41 要把這些給你的哥哥亞倫和他兒子們穿戴；又要膏他們，使他們承

接聖職，將他們分別爲聖，他們好作祭司事奉我。 
出29:9 給亞倫和他兒子們束上腰帶，給他兒子們裹上頭巾；他們就憑永遠

的定例，得了祭司的職任。又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 
出29:33 他們喫這些遮罪之物，好承接聖職，使他們分別爲聖；只是外人不

可喫，因爲這是聖的。 
出29:35 你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向亞倫和他兒子們這樣行，七天之久使他

們承接聖職。 
利8:25 又取脂油和肥尾巴，並臟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網子，兩個腰子和

腰子上的脂油，並右腿， 
利8:26 再從耶和華面前裝無酵餅的筐子中取一個無酵餅，一個調油的餅和

一個薄餅，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 
利8:27 把這一切放在亞倫的手上和他兒子們的手上，作爲搖祭，在耶和華

面前搖一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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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8:28 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接過來，燒在壇上的燔祭上，都是承接聖職所獻

怡爽的香氣，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 

三 我們承接祭司的職任，必須有包羅萬有的基督作全部五種祭（燔祭、素

祭、贖罪祭、贖愆祭與平安祭）『充滿我們的雙手』，給我們享受。 

四 基督之於我們的一切所是和祂爲着我們的一切所作，如供物所豫表，都是

要將我們構成爲祭司—彼前二5、9，啓一6，五10，參二6。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爲屬靈的殿，成爲聖別的祭司體系，藉着耶

穌基督獻上神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前2:9 惟有你們是蒙揀選的族類，是君尊的祭司體系，是聖別的國度，是

買來作產業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祂奇妙之光

者的美德； 
啓1:6 又使我們成爲國度，作祂神與父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

永永遠遠。阿們。 
啓5:10 又叫他們成為國度，作祭司，歸與我們的神；他們要在地上執掌王

權。 
啓2:6 然而你有這件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黨的行為，這也是我所恨惡

的。 

五 我們藉着享受基督作供物而有基督構成在我們裏面，這構成就是神聖的任

命；承接聖職是在我們這面，我們把自己奉獻給神；任命是在神那面，祂

任命我們。 

六 亞倫和他兒子們在會幕門口承接聖職，表徵我們承接祭司的職任，不僅是

在神面前，也是爲着召會—利八1～3。 
利8:1 耶和華對摩西說， 
利8:2 你要將亞倫和他兒子們一同帶來，並將聖衣和膏油，與贖罪祭的一

隻公牛、兩隻公綿羊和一筐無酵餅都帶來， 
利8:3 又招聚全會眾到會幕門口。 

七 摩西用水洗了亞倫和他兒子們，表徵我們要承接祭司的職任，就需要那靈

的洗淨—6節，林前六11。 
利8:6 摩西叫亞倫和他兒子們近前來，用水洗了他們。 
林前6:11 你們中間有人從前也是這樣，但在主耶穌基督的名裏，並在我們神

的靈裏，你們已經洗淨了自己，已經聖別了，已經稱義了。 

八 摩西用膏油抹帳幕、祭壇、洗濯盆及一切器具，使它們分別爲聖（利八10
～11），表徵基督與召會（帳幕）、十字架（祭壇）並那靈的洗滌（洗濯

盆），都與新約的祭司職分有關，使祭司得以聖別： 
利8:10 摩西用膏油抹帳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其分別爲聖； 
利8:11 又用些膏油在壇上彈七次，又抹壇和壇的一切器皿，並洗濯盆和盆

座，使其分別爲聖； 

1 神任命我們作祭司乃是分別爲聖的事，是得以成爲聖別的事，也就是被

分別歸神，並被神這聖者浸透的事。 

2 膏抹將那複合有基督的人性、人性生活、死、復活和升天的三一神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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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以及召會生活；這很強的指明，祭司體系受膏抹乃是使神與我們成

爲一，因爲膏油〔塗抹〕表徵凡神所是、所正在作以及將要作的，都是

我們的—約壹二20、27，出三十22～26。 

約壹2:20 你們有從那聖者來的膏油塗抹，並且你們眾人都知道。 
約壹2:27 你們從祂所領受的膏油塗抹，住在你們裏面，並不需要人教導你

們，乃有祂的膏油塗抹，在凡事上教導你們；這膏油塗抹是真實

的，不是虛謊的，你們要按這膏油塗抹所教導你們的，住在祂裏

面。 
出30:22 耶和華又告訴摩西說， 
出30:23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就是流質的沒藥五百舍客勒，香肉桂一半，

就是二百五十舍客勒，香菖蒲二百五十舍客勒， 
出30:24 桂皮五百舍客勒，都按着聖所的舍客勒，又取橄欖油一欣； 
出30:25 你要把這些香料，按調製香品者之法複合成香品，作成聖膏油。 
出30:26 要用這膏油抹會幕和見證的櫃、 

3 在祭司承接聖職的事上，獻贖罪祭和燔祭緊接在膏抹之後（利八14～
21）；這些供物題醒我們，我們是誰，我們是甚麼，也題醒我們甚麼是

我們該是卻還不是的。 

利8:14 他牽了贖罪祭的公牛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贖罪祭公牛的頭

上； 
利8:15 他就宰了公牛。摩西用指頭蘸些血，抹在壇周圍的四角上，使壇

潔淨，把其餘的血倒在壇的基部，使壇分別爲聖，爲壇遮罪。 
利8:16 又取臟上所有的脂油和肝上的網子，並兩個腰子與腰子上的脂

油，都燒在壇上； 
利8:17 惟有公牛，連皮帶肉和糞，用火燒在營外，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

摩西的。 
利8:18 他牽了燔祭的公綿羊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羊的頭上； 
利8:19 他就宰了公羊。摩西把血灑在壇的四邊， 
利8:20 把羊切成塊子，把頭和肉塊並脂油都燒了。 
利8:21 用水洗了內臟和腿，就把全羊燒在壇上；這是燔祭，作爲怡爽的

香氣，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九 摩西給亞倫的兒子們穿上祭司的衣服，表徵作新約祭司的信徒，以基督的

神聖屬性調着祂的人性美德爲妝飾；我們外在的彰顯應該是基督的神聖屬

性顯於人性美德—13節： 
利8:13 摩西叫亞倫的兒子們近前來，給他們穿上內袍，束上腰帶，裹上頭

巾，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1 按豫表，衣服表徵彰顯（參賽六四6，啓十九8）；祭司的衣服表徵事奉

的祭司所彰顯的基督；祭司也藉着他們的聖衣，分別爲聖歸與神（出二

八2～3）。 

賽64:6 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

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 
啓19:8 又賜她得穿明亮潔淨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出28:2 你要給你哥哥亞倫作聖衣，爲榮耀爲華美。 



二○一八年夏季訓練  綱要附經文 9 
 

出28:3 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充滿的，給亞

倫作衣服，使他分別爲聖，可以作祭司事奉我。 

2 祭司的衣服主要是爲榮耀爲華美（2），表徵基督神聖榮耀和人性華美

的彰顯；榮耀與基督的神性（祂的神聖屬性）有關（約一14，來一

3）；華美與基督的人性（祂的人性美德）有關。 

出28:2 你要給你哥哥亞倫作聖衣，爲榮耀爲華美。 
約1: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

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來1:3 祂是神榮耀的光輝，是神本質的印像，用祂大能的話維持、載着

並推動萬有；祂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處至尊至大者的右

邊； 

3 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豫表，是爲着榮耀祂的人性，由藍

色、紫色、朱紅色線和細麻所豫表，是爲着華美（出二八4～6）；我們

過彰顯基督神聖榮耀和人性華美的生活，就得着聖別，並彀資格成爲祭

司體系（參羅十三14）。 

出28:4 他們要作這些衣服：胸牌、以弗得、外袍、編織的內袍、頂冠、

腰帶；要爲你哥哥亞倫和他兒子們作這聖衣，使他們可以作祭司

事奉我。 
出28:5 因此，他們要把金線，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並細麻拿來。 
出28:6 他們要用金線，和藍色、紫色、朱紅色線，並捻的細麻，以巧匠

的手工作以弗得。 
羅13:14 總要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爲肉體打算，去放縱私慾。 

十 贖罪祭的公牛表徵較剛強、較豐富的基督，作我們的贖罪祭，以對付肉

體、舊人、內住的罪、撒但、世界和世界的王，使我們得以承擔新約的祭

司職分；這題醒我們在自己裏面乃是前述一切消極事物的構成，需要天天

獻上基督作贖罪祭，好盡祭司的職分—利八14： 
利8:14 他牽了贖罪祭的公牛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贖罪祭公牛的頭

上； 

1 祭司要在聖處喫贖罪祭，使他們『擔當會眾的罪孽，在祂〔耶和華〕面

前爲他們遮罪』—十17。 

利10:17 這贖罪祭旣是至聖的，耶和華又給了你們，要你們擔當會眾的罪

孽，在祂面前爲他們遮罪，你們爲何沒有在聖所喫呢？ 

2 祭司享用贖罪祭，擔當百姓的罪孽，表徵我們這些新約的祭司，享用基

督作信徒的贖罪祭，意思是有分於基督的生命，就是那擔當他人之罪的

生命，作我們生命的供應，使我們能擔當神子民的難處。 

3 我們在召會生活中，對基督作我們贖罪祭豐富的享受，使我們能將基督

這對付罪的生命供應給信徒，使他們可以對付自己的罪，以恢復他們與

神之間中斷的交通—加六1～2，弗四2。 

加6:1 弟兄們，卽使有人偶然爲某種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也當用

溫柔的靈挽回這樣的人，可是要當心自己，免得也被試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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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6:2 你們的重擔要彼此擔當，這樣就完全滿足了基督的律法。 
弗4:2 凡事卑微、溫柔、恆忍，在愛裏彼此擔就， 

4 當我們享受基督作對付罪的生命時，我們必須有度量去擔當神子民的罪

孽；我們必須學習把基督供應給陷在罪中的親愛聖徒： 

a 將基督作對付罪的生命供應給人，不是到他那裏去指出他的錯，定他

的罪；這只會造成損害。 

b 犯罪人的心通常是剛硬的（來三13）；如果我們要去供應基督給他，

我們必須信靠主，好叫我們靠着那靈有恩典，使他剛硬的心輭化，並

得着溫暖。 

來3:13 總要趁着還有稱爲『今日』的時候，天天彼此相勸，免得你們

中間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剛硬了。 

c 然後纔能把這位是生命的基督，實際的、真實的、豐富的供應給他；

這生命，就是那靈，會在他裏面作工；然後他就會藉着我們供應到他

裏面的這靈，就是基督的生命，得着醫治。 

d 這就是利未記所說，擔當神百姓罪孽的意思；這是除去聖徒中間的罪

的路，使他們最終得着恢復。 

十一 燔祭的公綿羊（利八18）表徵剛強的基督作我們的燔祭，使我們得以承擔

新約的祭司職分；這供物題醒我們這些事奉的人必須絕對爲着神，而我們

卻不是；因此爲着祭司的事奉，我們需要天天取用基督作我們的燔祭（六

12），經過這世代的黑夜，直到早晨，就是直到主再來（9）。 
利8:18 他牽了燔祭的公綿羊來，亞倫和他兒子們按手在羊的頭上； 
利6:12 壇上的火要在其上一直燒着，不可熄滅。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燒

柴，把燔祭擺列在上面，並在其上燒平安祭牲的脂油。 
利6:9 你要吩咐亞倫和他兒子們說，燔祭的條例乃是這樣：燔祭要整夜在

壇上的焚燒處，直到早晨，壇上的火要一直燒着。 

十二 承接聖職所獻的公綿羊（八22）表徵剛強的基督，使我們得以承接聖職，

承擔祭司職分： 
利8:22 他又把第二隻公綿羊，就是承接聖職所獻的羊牽來，亞倫和他兒子

們按手在羊的頭上； 

1 從承接聖職所獻的公綿羊，取些血抹在亞倫和他兒子們的右耳垂上，和

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23～24）；這表徵基督救贖的血

潔淨了我們聽話的耳、工作的手和行動的腳。 

利8:23 他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

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 
利8:24 又叫亞倫的兒子們近前來，把些血抹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和右手

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又把其餘的血灑在壇的四邊。 

2 我們必須學習如何聽神的話（路十38～42），作祂所要求的，並照着祂

的路而行；在利未記十四章十四節，潔淨患痲瘋者也用同樣的手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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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在神眼中，我們這些受任命作神祭司的罪人乃是不潔淨的，像患痲

瘋者一樣。 

路10:38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

待祂到家裏。 
路10:39 她有一個妹妹，名叫馬利亞，在主腳前坐着聽祂的話。 
路10:40 馬大伺候的事多，各方忙亂，就進前來，說，主阿，我妹妹留下

我獨自一人伺候，你不在意麼？請吩咐她同我作她分內該作的

事。 
路10:41 主回答她說，馬大，馬大，你爲許多的事思慮煩擾； 
路10:42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美好的分，是不能從

她奪去的。 
利14:14 祭司要取些贖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潔淨之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

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 

3 我們的聽首先被題到，因爲聽影響我們的工作和行動；就如以賽亞五十

章四至五節所指明的，神的僕人必須有能聽的耳朵；僕人若是不聽主人

的話，絕無法按着祂的旨意和心願服事祂。 

賽50:4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

人。主每早晨喚醒我；祂喚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

樣。 
賽50:5 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我並沒有違背，也沒有退後。 

十三 亞倫和他兒子們承接聖職，同樣的程序重複七天，好爲他們遮罪（利八33
～36），表徵我們要記得我們這些新約祭司承接聖職並接受任命的一切相

關之事；三十五節指明，祭司的承接聖職和接受任命是嚴肅的事，這警告

我們，不該輕率的進入新約的祭司職分，也不該輕率的進入對基督的享受

（參林前十一27～29）。 
利8:33 你們七天不可出會幕的門，直到你們承接聖職的日子滿了，因爲你

們要七天承接聖職。 
利8:34 今天所行的，耶和華吩咐要照樣去行，爲你們遮罪。 
利8:35 七天你們要晝夜住在會幕門口，遵守耶和華的吩咐，免得你們死

亡，因爲所吩咐我的就是這樣。 
利8:36 於是亞倫和他兒子們行了耶和華藉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 
林前11:27 所以無論何人，不配的喫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體和

主的血了。 
林前11:28 人應當察驗自己，然後喫這餅，喝這杯。 
林前11:29 因爲那喫喝的，若不分辨那身體，就是給自己喫喝審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