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未记结晶读经(一)#6
基督作我们赎罪祭的启示、珍赏与应用（诗歌：227 借十字架）
Overview：魔鬼撒但是罪的源头。罪是那恶者撒但的邪恶性情；撒但借着亚当的堕落，已经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如今成了罪的性情，作为律在堕落的人里
面居住、行动并作工。罪就是不法。无意中犯了罪，表征在我们堕落性情里的罪，内住的罪，使我们无意中就犯罪。赎罪祭表征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
上借着死定罪了罪。基督是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重生后，仍需每天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并作我们的赎愆
祭。人是神所造的，目的是要彰显神并代表神，不该为着神以外的事物，乃该绝对为着神。我们爱别人若是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名声、地位、利益和骄傲—
这乃是罪。我们养育儿女若是为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这乃是罪。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结果我们就能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
Ⅰ．单数的罪是指我们性情里内住的罪，而复数的罪是指 Ⅱ．无意中犯了罪，表征在我们 Ⅲ．赎罪祭表征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定罪了罪：
罪的行为，就是内住之罪的果子：
堕落性情里的罪，就是从撒但借 Ａ．话就是神，化身成为肉体，有罪之肉体的样式，也就是有堕落
Ａ．魔鬼撒但是罪的源头：
着亚当进到人类里面内住的罪， 之人的样式：
１．由于人的堕落，撒但的个格与人的魂成为一，并 使我们无意中就犯罪：
１．虽然基督仅仅有堕落之人的样式，然而祂在十字架上时，神把那个
且撒但被接受到人的身体里，成为罪，就是在人肉体 Ａ．这罪在罗马七章是人位化 样式算作真实的。２．因着罪、旧人、撒但、世界、以及这世界的王，
肢体里作工的恶。２．因为魔鬼是罪人的父，说谎者 的，乃是撒但邪恶的性情，甚 都与肉体是一，当基督在肉体里受死时，罪就被定罪，旧人被钉十字
的父，所以罪人是魔鬼的儿女。３．我们是在罪孽里 至就是撒但自己，住在我们堕 架，撒但被废除，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也被赶出去。３．因此，借
生的，在母腹里就有在亚当里的罪，生来就有蛇的
落的肉体里；既然我们的肉体 着基督在肉体里的死，一切消极的事物都受了对付；这就是赎罪祭的功
毒，使我们成为蛇类，毒蛇之种。
与罪是一，我们出于肉体所作 效。
Ｂ．罪是那恶者撒但的邪恶性情；撒但借着亚当的堕 的，不论善恶，就都是罪。
Ｂ．借着基督在蛇的形状里受死，那在人的肉体里之撒但的邪恶性情就在
落，已经将他自己注射到人里面，如今成了罪的性
Ｂ．不仅如此，因为肉体是指 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使信徒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
情，作为律在堕落的人里面居住、行动并作工。
堕落的人，所以每一个堕落的 Ｃ．基督是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祂里面成为神
Ｃ．罪就是不法。
人都是罪。』
的义。』
Ⅳ．我们重生后，仍需每天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并作我们的赎愆祭：
Ⅴ．赎罪祭的血有四种功效：
Ａ．按手在供物头上，表征献祭者与供物联结。
Ａ．有些血被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对
Ｂ．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意思是堕落之人性情中的罪被定罪，我们的旧人被对付，撒但这罪的本身被废
着至圣所的幔子弹七次，表征基督的血已
除，世界受审判，世界的王被赶出去：
被带到诸天之上的至圣所里，使我们得救
１．“世界的王”这辞里的“王”，含示权势或权力，以及争夺权力。２．争夺权力是肉体、罪、旧人、撒
赎。
但、世界、和世界之王的结果，结局。３．罪包括争权，罪的律是与神相争的自动能力、力量和动力。』
Ｃ．借着我们与那是光的神有真实、亲密、活泼、爱的交通，我们就看见自己是有罪的，而取用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 Ｂ．有些血被抹在香坛的四角上，表征基
１．我们越爱主并享受祂，就越认识我们是多么邪恶。
督之血的救赎是有功效的，使我们借着在
２．领悟我们有罪的性情，并取用基督为我们的赎罪祭，就使我们受审判并被降服，这样的领悟保守我们，因 祷告中接触神，而被带到神面前。
为这使我们对自己没有任何信心。
Ｃ．有些血被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表征
３．我们该从大卫的经历中学习不要对自己有丝毫的信心。
４．神用苦痛的方法让我们失败，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可怕、丑陋和可憎，使我们弃绝一切出于己的，完全 基督的血为着救赎我们是有功效的。
倚靠神。』
Ｄ．其余的血倒在燔祭坛的基部，表征基
Ｄ．我们享受基督作我们的燔祭，就是绝对为着神的一位，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何等有罪，而能享受基督作我们 督的血在十字架上倒出，使我们的良心平
的赎罪祭：１．人是神所造的，目的是要彰显神并代表神，不该为着神以外的事物，乃该绝对为着神。
安，向我们保证我们得神救赎并蒙神悦
２．凡我们出于自己所作的，无论是好或坏，都是为自己作的；既是为自己作而不是为神作的，在神眼中都是
纳。
有罪的：
Ⅵ．基督作我们的赎罪祭，在肉体中定
ａ．我们若为着自己而事奉主，这乃是罪。
罪了罪，结果我们就能不照着肉体，只
ｂ．我们若宣扬自己，这乃是罪。
ｃ．我们行义，就如施舍、祷告、禁食，若是为着自己，好表现并炫耀自己，这乃是罪。
照着灵而行。』
ｄ．我们爱别人若是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名声、地位、利益和骄傲—这乃是罪。
ｅ．我们养育儿女若是为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这乃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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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罗5:12 这就如罪是藉着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藉着罪来的，于是

死就遍及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诗51:5 看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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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日：罗8:3 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
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
林后5:21 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
义。
约1:14 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3:14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第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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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4:3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犊献给耶和华作赎罪祭。
4 他…按手在牛的头上…。
第四日：约一1:5 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他所听见，
现在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7 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
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腓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
靠肉体的。
第五日：利6:25 你要对亚伦和他儿子们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

宰燔祭牲的地方，在耶和华面前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
太6:1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你们的义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注视；不然，
在你们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你们就没有赏赐了。
3 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第六日：利4:4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
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5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那里，6 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
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

7 又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其余的
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基部。
25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其余的血倒
在燔祭坛的基部。
加6: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作新造。
16 凡照这准则而行的，愿平安怜悯临到他们，就是临到神的以色列。

《申言稿》

经历①：神用人的失败和失望，而让人来到赎罪祭的基督这里
圣灵对于信徒得救后的第一步工夫，就是要带领 他认识他的自己，好叫他顺
着神的旨意，弃绝一切从 自己来的，而完全依赖神。但是，这是何等的难呢！ 认
识自己是何等的令人没有光荣呢！弃绝自己是何 等的使人难受呢！信徒不认识自
己，也不欲认识自 己。因着不认识的缘故，就以为自己是可靠的。因着 不欲认识
的缘故，就叫圣灵不能在神的亮光中将他的 真相启示给他看。所以，神就不得已
要用更苦痛的方 法使信徒自知。这个方法，就是任凭信徒失败。有时当信徒在灵
程上稍微进步的时候，以为自己 现今已经得胜、成圣了；但是，正当他们自满的
时候， 神却让他们失败、犯罪，一如别人一般，或者比别 人还要厉害，好使他们
知道他们自己并不比别人好。
我们如果没有借着罗马七章的经历，看见自己的 失败，我们就不能得胜。
你作基督徒这么多年，主 为什么让你常常跌倒？你要知道主有顶好的意思，
主的意思就是要叫你看见你不能。得救之前，你不 能作好，得救之后，你也不
能作好。主要你说，“我不能。”这样你就差不多了。
中高中生篇
为了经历赎罪祭，需要从主的话的光照和自己过去的失败，认识自己只是
罪其他什么都不是。你要祷告，“我除了罪什么都不是。I am nothing but
sin ”。堕落的人，不仅是罪恶深重(sinful)，还是，罪(sin)本身，由罪构成。
神用你的失败，让你认识你自己完全没有盼望。
罗7:19 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20 若我
去作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21 于是
我发现那律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就是那恶与我同在。22 因为按着里面的
人，我是喜欢神的律，23 但我看出我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思的律交战，藉
着那在我肢体中罪的律，把我掳去。24 我是个苦恼的人！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
死的身体？
保罗经历了罗马7章的失败和失望、8章的释放。同样的，神用你的失败和失
望，让你知道你除了罪什么都不是。譬如，为了考试，你制定了学习计划。可
是，开始学习时就发现无法照着计划行，现实与自己的理想差太远。还有，作为
基督徒，因为不想说谎而下定决心不撒谎。可是，决心之后，马上又说谎。这个
住在你里面的罪，挑战、征服你立志行善的意志，并使其犯罪。经过这样的经
历，你现在，为基督作你的赎罪祭已准备就绪了。哈利路亚！ 赞美主。你可以
如下祷告，“如果没有作为赎罪祭的基督，我除了罪什么都不是。并且什么都不
能做。可是，我在作为赎罪祭的基督里，凡事都能做”。 “Apart from Christ as
our sin offering, I am nothing but sin and not able to do anything. But we can do all
things in Christ as our sin offering”.

经历②：从绝对为神而活的观点，经历赎罪祭
神…创造我们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但我们向祂独立而活。我们恨人，是向
神独立；我们爱人，也是向神独立。这就是说，在神看来，我们的恨和我们的爱
都是一样的。…不仅如此，我们的恨与爱都不是出于我们的灵，而是出于我们的
肉体，出于善恶知识树。善恶知识树表征撒但。…行恶和行善都可能是出于撒
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出于自己所作的，无论好坏，都是为自己作的；既是为
自己作的，就是罪。…我们爱人，可能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名声、地位、利
益和骄傲。
作父母的基督徒对儿女的爱，…也可能是在肉体里。新约嘱咐我们要在主里
养育我们的儿女。但我们可能是为着自己和将来而养育儿女。这就是罪。
在职青年/大学院生篇
人被神创造是为着彰显神并代表神。人不该为着神以外的事物，乃该绝对为着神。
如果你为着自己事奉神，这乃是罪。若你宣扬自己，这乃是罪。若你爱别人为着自己，
即自己的名声、地位、利益和骄傲，这乃是罪。若你养育儿女是为着自己和自己的未
来，这乃是罪。
你越享受基督作燔祭，越了解自己是何等有罪。而能比之前更深地以祂作你的赎罪
祭。并且会意识到，一切过犯的源头都是在你肉体里的罪,而过犯的原因，乃是没有绝
对为着神而活。
你不能认为自己的职业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和荣耀。也不可以为了自己或自
己的家人而工作。在绝对为神而活的光下，你需要作赎罪祭的基督。每天，你
都需要基督作你的赎罪祭、赎愆祭。并且更深地经历基督作你的燔祭。
关于大学院升学考试弟兄的见证：我大学四年级的暑假，为着大学院考试而
学习。在当时，同班同学找工作在暑假之前就结束了，也得到了公司的内诺。
我为了考大学院而没有找工作。考试是在10月份，如果考不上，之后找工作也
不可能,需要当一年的无业游民。因着这样的情形，以及我大学四年也没怎么努
力学习而导致学习能力不够的原因，而感到非常地焦虑，于是向主祷告：“主
啊，求你帮助我大学院考试合格。如果合格了，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总之求你
先让我考上吧。”祷告了之后，主就问我：“你是爱大学院？还是爱我？”我
马上就回答：“主啊，你不要说的那么严厉，总之先让我考上吧，再要我做什
么都可以，拜托你了！”但是，主继续向我问同样的问题：“你是爱大学院，
还是爱我？”这样交涉了几次后，我明白了我不能改变主，就向主祷告：“我
爱你。即使没有考上大学院，我也爱你。我要完全忘记没有考上大学院而觉得
难堪的想法，单单地仰望你，爱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祷告后，马上
基督的平安就到了我里面。同时也可以确信主会带领大学院的升学，也有了在
主的带领下可以考上的感觉。之后，就可以很集中精力备考，最终考试得以通
过。

227 その霊の豊満-十字架を通して
1. 血しおのきよめにて、 あぶら塗りは来る。
ゴルゴタを経なければ、ペンテコステはなし。
きよめられなければ、 ちからを受けられず。
主をあかしするため、 自己を死にわたす。
(復)
十字架をとおして、
たましい捨てる。
だい価をはらって、
聖れいで満ちる。
2.まず、いわが打たれて、生けるみずがわく。
死をけい過したのち、 聖れいは満ち満つ。
すべてを損と見なし、 主とともに死ぬなら、
主のちからはくだり、
世からすくわれる。
3. まずさい壇、つぎに火 うしなって実を得る。
すべてささげないなら、 御座にいたらない。
すべてのことを捨て、 かみにふくするなら、
われら、ちからを得て、 主の委たく受ける。
4.まず, うつわ用意せよ、 あぶら満たすため。
まず、たに掘り起こせ、 みずをながすため。
ヨルダンけい過すれば、 霊の感かく増加する。
死のバプテスマ経て、 栄光のはとを得る。
5. じゅくしたさくもつを
刈り入れるときに、
たねがまず地に落ち、 死んだことを知る。
死のけい験とおして、 いのちははなひらき。
ほうむりをけい過し、 霊のちからを得る。
6. 主よ、このせまきみち、 われにあゆませよ。
たい志、野心を捨てて、 したがい、苦難受く。
ちからではなく、ただ ふかき死をもとめる。
主よ、十字架の意義を、いま成し遂げませ。
279 FULNESS OF THE SPIRIT-BY THE CROSS
（Different melody メロディーが異なる）
1. First the blood, and then the ointment,
Cleansing, then anointing comes;
If we pass not thru Golgotha,
Ne’er to Pentecost we’ll come.
If the blood has never cleansed us,
Ne’er the Spirit’s pow’r we’ll know,
If for Christ we’d truly witness,
Self-life to the Cross must go.

(Chorus)
Through the Cross, O Lord, I pray,
Put my soul-life all away;
Make me any price to pay,
Full anointing to receive.
2. Christ, the Rock, must first be smitten,
That the living water flow;
Without death the Spirit’s fulness
Ne’er could dwell in man below.
If with Christ we die completely,
Willing thus our all to lose,
He will clothe us with His power
And to win the world will use.
3. First the altar, then the fire,
If no loss, there’ll be no gain;
If our all has not been offered,
To the throne we’ll ne’er attain.
If to sacrifice we’re willing,
All forsaking, God t’obey,
He to us will be committed
And thru us His pow’r display.
4. First we must prepare the vessels
That the Oil they may contain;
Dig the valley full of ditches
That they may be filled with Rain.
First we must go thru the Jordan
Ere anointed from above;
First in death we must be baptized,
Then experience the Dove.
5. When we see the ripened harvest
Of the golden countryside,
We may know that many seeds have
Fallen to the earth and died.
Ere the fruit of life may blossom,
We must surely suffer death;
If with Christ we’ve not been buried,
We’ll not feel the Spirit’s breath.

6. Since it must be thus, I pray, Lord,
Help me go the narrow way;
Deal with pride and make me willing
Thus to suffer, Thee t’obey.
I for greater power pray not,
Deeper death is what I need;
All the meaning of the Cross, Lord,
Work in me-for this I plead
228 聖霊的豊満--藉十字架
1. 後是膏油先是血，要得滋潤先得潔；
若非經過各各他，必不能到五旬節。
我們若未蒙洗淨，能力必不從上傾；
我們若要作見證，必須釘死己生命。。
(副)
因此求主藉十字架， 治死我的魂生命；
使我願出重大代價， 來滿受主的聖靈。
2. 先是用杖擊石磐，後來活水纔溢漫；
死亡若未作過工，聖靈必定不充滿。
我們若真同主死，願意萬有都損失，
主的能力要降臨，使用我們救亡世。
3. 先是祭壇後是火，若沒喪失就沒果；
若非所有先奉獻，必定不能登寶座。
我們若真肯犧牲，捨棄萬事降服神，
我們必定得能力，因主信託順從人。
4. 先是豫備瓶子空，後是膏油盛其中；
先是山谷挖成溝，後來活水纔深泓；
先是經過約但河，後是靈感加倍多；
先受死亡的浸洗，後得榮耀的聖鴿。
5. 當你舉目望禾田，金穀豐盈你稱羨；
當念果實未生時，就有麥種死在先。
若要生命的子粒，須有死亡的經歷；
凡人未到髑髏地，就無聖靈的能力。
6. 既是這樣，求我主， 使我忠誠走窄路，
除去雄心和大志，只願順服並受苦；
更大能力我不取，更深的死我所需；
但願加略的意義，完全成功在我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