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遮罪(利未记结晶读经（二）) 2018/9/17-23
Ⅰ．利未记十六章描述遮罪：
④把血弹在坛上七次，表征基督的血有完全的
A) 因着十一至十五章所描绘神子民消极的光景，
功效，使罪人看见，心中平安。
按照神的观念，在祂神圣的经纶中，乃有救
利16:19 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这样
赎的需要：
他就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不
①因为旧约时期不是成功救赎的时候，所以需
洁，使坛分别为圣。
要有要来之救赎的预表和影儿；这个影儿就是
⑤弹在坛上的血是为着罪人的平安，而弹在遮
利未记十六章中的遮罪。
罪盖上的血是为着神的满足：
②旧约中借着动物祭牲所完成的遮罪乃是预
ａ．血弹在遮罪盖上，这是给神看的；血弹在
表，指向新约中基督所完成的救赎。
坛上，这是给罪人看的。
B) 遮罪，希伯来文字根意，遮盖；这字的名词，
ｂ．借着基督救赎的血，神与人都得着满足。
在利未记十六章二节和出埃及二十五章十七 D) 归与耶和华的公山羊要被杀，但归与阿撒泻勒的
节译为遮罪盖：
公山羊要送到旷野去，担当以色列人一切的罪孽：
①在遮罪日，赎罪祭的血被带进至圣所，弹
①阿撒泻勒表征魔鬼撤但，那罪恶者，就是罪
在遮罪盖，就是约柜的盖上，约柜的盖遮盖
的源头，起源。
了约柜里的十诫；这表征前来接触神的人，
②基督作为神子民的赎罪祭，一面在神面前对
其罪已经被遮盖，但还未被除去。
付了我们的罪；另一面借着十字架的功效，把
②如此，堕落的人与神之间的光景，就得以
罪送回给撒但；罪原是从撒但进到人里面的。
平息，但还未完全解决；直到基督来，献上
③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有地位和资格，也有能
自己作平息的祭物，除去人的罪，才成功了
力、力量和权柄，除去蒙救赎者的罪，并把罪
救赎。
送回给罪的源头撒但，撒但要永远在火湖里担
来9:11 但基督已经来到，作了那已经实现之
罪。
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
启20:10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
不是人手所造的，就是不属这受造世界的；
里，也就是兽和假申言者所在的地方；他们必
12 并且不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借着
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祂自己的血，一次永远地进入至圣所，便得 Ⅱ．在旧约里的遮罪，预表在新约里的平息：
到了永远的救赎。
约壹2:2 祂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不
C) 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至十九节摆出了一幅遮罪
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所有的世人。
之完成的图画：
A) 平息就是使双方和好，并使二者成为一：
①遮罪的完成，第一步是宰杀那为百姓作赎罪祭
①平息乃是借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
的山羊：
神之间的光景得以平息，并使我们与神和好。
ａ．山羊表征罪人。
②这是要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我们
ｂ．被宰的山羊作赎罪祭，乃是预表那为我
的罪；这罪使我们离开神的同在，并拦阻神
们罪人成为罪的基督。
临到我们。
②遮罪的完成，第二步是把山羊的血带入幔内， B) 作为罪人，我们需要平息，以平息我们与神
弹在遮罪盖上面和前面：
之间的光景，并满足祂的要求：
ａ．山羊的血弹在遮罪盖（就是约柜的盖）
①平息与双方有关，一方亏负了另一方，欠
上面和前面，乃为满足神的要求，使神能与
了另一方的债，并且必须采取行动，以满足
进前来的人相交。
另一方的要求。
ｂ．把赎罪祭的血弹在遮罪盖上，表征基督救
②路加十八章九至十四节税吏的例子，说明
赎的血被带进诸天，到神面前，为着救赎我们，
平息的需要：
弹在神面前，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
ａ．“那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
利 16:14 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遮
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宽恕我这个罪人！”
罪盖上朝东的一面，又在遮罪盖的前面用指头
（13）这含示需要救赎主，也需要平息。
弹血七次。15 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作赎罪祭
ｂ．税吏晓得自己犯罪，何等得罪神，就向
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内，弹在遮罪盖的
神求平息，借着遮罪的祭物得神宽恕，使神
上面和前面…
能怜悯并恩待他。
③将赎罪祭的血，抹在燔祭坛周围的四角上， C) 基督是为我们成就平息的一位，使我们与神
表征十字架上所成就之救赎的功效，是向着地
相安，祂是平息的祭物，祂也是平息处，就
的四方。
是神与祂赎民相会的地方：
利16:18 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
约壹4: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
为坛遮罪；他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
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
抹在坛周围的四角上；
此就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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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拉斯哥迈（hilaskomai），指平息的事，
就是成就平息，满足一方的要求，而使双方
和息相安：
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平息，将
我们带回归神。
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因此满
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平息了神与我们之间的
关系，使神能在平安中向我们施恩。
②希拉斯模斯（hilasmos），指平息物，就
是平息的祭物：
ａ．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在神面前
为我们成了平息的祭物。
ｂ．基督为我们的罪将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
不仅为着我们的救赎，也是为着满足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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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希拉斯特利昂（hilasterion），是指成就
平息的地方：
ａ．平息盖表征基督是神在恩典中向祂的子
民说话的地方。
ｂ．平息盖等于施恩的宝座，是我们受怜悯，
得恩典的地方。
来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
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ｃ．神和我们二者都需要平息盖，好使见证
的柜成为我们的经历和享受。
D) 借着钉十字架、复活并升天的整个过程，神
摆出基督作平息处：
罗3:24 但因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
救赎，就白白地得称义。25 神摆出基督耶稣
作平息处，是凭着祂的血，借着人的信，为
要在神以宽容越过人先时所犯的罪上，显示
祂的义；
①基督作为平息处的实际，乃是公开地摆在
所有人面前。
②因着救赎的血，现今我们能在基督的荣耀里，
与公义的神有交通：
ａ．经历基督作平息处的路，是凭着祂的血，
借着人的信。
ｂ．因着血已经洒在平息盖上，并且因着神
的立场是在血上，神就能在祂照耀的荣耀中
与我们相会。
ｃ．每当我们在荣耀里与神相会，我们灵里
深处就觉得，我们是被血所洗净的；这就是
在我们经历中的平息处。
③在升天里，基督就是平息盖，是神与我们
相会的地方：
ａ．在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这地方称为施恩
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就是约柜的盖，基督将

祂为着救赎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
洒在其上。
ｂ．因着洒上祂救赎的血，约柜的盖就成了
平息盖，就是神能接触我们，我们能完满享
受祂施恩的地方。

经历①：经历基督作为着救赎代替的死，
和平息的祭物
遮罪的完成，第一步是宰杀那为百姓作赎罪祭
的山羊；这山羊表征罪人。我们生来就是个罪人，
里面有罪性，外面有罪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
以按着定命，我们都有一死。为此，在遮罪的完成
里，就要人以山羊为赎罪祭，作罪人的代替。
这被宰的山羊作赎罪祭，乃是预表那成为罪之
肉体样式的基督，作我们罪人的赎罪祭。这就是罗
马八章三节所指明的：神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
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十字架上，在肉
体里被钉死，而在肉体中定罪了罪（罗 8:3）。基
督成为肉体，在肉体里与我们成为一。祂是那不知
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受了神的审判，神就借此
在肉体中定罪了罪。我们也在基督里，就是在祂的
复活里与祂是一，而成为神的义。借着这义，我们
这些神的仇敌就能与神和好了。
遮罪的完成，第二步是把山羊的血带入幔内，
弹在遮罪盖上面和前面。按着神的律法，没有流血，
就没有赦罪；所以，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山羊的
血弹在遮罪盖（就是约柜的盖）上面和前面，乃为
满足神的要求，使神能与进前来的人相交。借着约
柜的盖，连同弹在其上赎罪的血，罪人的整个光景
就完全得着遮盖。因此神能在这盖上，与干犯祂公
义律法的百姓相会。人与神之间的难处既得平息，
就使神能宽恕、怜悯人，而向人施恩。

也许认为，只要有赦免和洗净，自然就有和平。然
而，还需要我们的辩护者来作父与我们之间平息的
祭物，使父得以平息，和平也得以恢复。
我们在约壹一章看见，我们有洗净我们得血，
又有父的信实和公义，使我们得着赦免和洗净。
虽然藉着我们的认罪，藉着血的洗净，并藉着父
的赦免和洗净，我们的问题得以解决，但是我们
还需要基督作我们与父同在的辩护者，并作我们
平息的祭物。祂是成就和平的那一位，是为我们
平息了父的那一位。祂是平息者，使有关的每一
位，父和儿女，都喜乐、和平。我们就立刻享受
交通。
祷告：“哦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死，代
替我还了所有的债务。我被主爱的工作所感动，
感谢主。
不只这样，祢还作为我与神之间平息的祭物。
虽然罪的问题必须借着救赎来解决，但这并不是
神经纶的目标。神经纶的目标是我们在与神亲密
的交通中得生命，凭着那生命活着，并祝福别人。
为此，不仅需要救赎，还需要平息。没有平息，
神与我之间就不可能有亲密的交通。
主阿，因着你的救赎和平息，我感谢你。在
与神亲密的交通中，引导并祝福我的在职生活。
阿们！”

经历②：经历基督是那平息的祭物，
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青职篇
在路加十八章十三节，我们看见那被藐视、受
遮罪的完成，第一步是宰杀那为百姓作赎罪祭
“那
的山羊。这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的死所成就 控告、被定罪的税吏，降卑自己到极点的祷告：
的。例如，在你得救之前，你有一笔无法在神面前 税吏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
偿还的巨额债务。因为这笔债务，你被要求要死。 说，神啊，宽恕我这个罪人！”这话含示他需要救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神为着使你从他的正义、神 赎主，也需要平息。
税吏晓得自己犯罪，何等得罪神，因此向神
圣、荣耀所要求的债务中释放出来，并把你带回归
神，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你的代替钉在十字架上。感 求平息，借着遮罪的祭物得神宽恕，使神能怜悯
并恩待他。
谢神。
遮罪的完成，第二步是把山羊的血带入幔内，
我们赞美主，基督不仅是成就平息者和平息
弹在遮罪盖上面和前面。山羊的血弹在遮罪盖上面 的祭物，甚至也是平息处，就是遮罪盖；在这里
和前面，乃为满足神的要求，使神能与进前来的人 神满足了，我们也喜乐了。在遮罪盖上，神能与
相交。
我们相会并对我们说话。因此，有基督作为约柜
约一 4: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祂的 的遮罪盖，神和人就能相会，并在彼此满足的光
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爱了。 景下有交通。
第二步作为平息的祭物的基督，要平息你与
在希伯来四章十六节，这地方称为施恩的宝
神之间的关系。
座；施恩的宝座就是约柜的盖，基督将祂为着救
约翰壹书生命读经 #14：
赎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洒在其上。
约翰在二章二节说，我们那位与父同在的辩护 来 4:16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
者，也为我们的罪作了平息的祭物。每当神的儿女 座前，为要受怜悯，得恩典，作应时的帮助。
得罪了父，他们之间的交通就中断了。不仅如此，
中高生篇
他们之间就没有和平，混乱不安。作儿女的了解这
请你像这里的税吏一样谦卑地祷告“神啊，
种情况，就应当向父认罪。父是豫备好要赦免并洗
宽恕我这个罪人”。你需要认识因着自己的罪正
净他们的。洗净的血已经豫备好，并且父自己是信
实的，要赦免他们，父也是公义的，要洗净他们。 在使神发怒。因为神是义的神，所以绝对不会轻
但是父与祂儿女之间的和平怎样才能恢复？我们 易地忽视罪。罪的结果，就是我们需要与神之间

有平息的状态。为了到神那里去，你需要作为平
息的祭物的基督。
“救主”：罗 3:24 但因神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
稣里的救赎，就白白地得称义。
FT 「救赎」：意出代价买回。人原是属于神的，
但因着罪失丧了。神的圣别、公义和荣耀，对人
的要求太大，人无法履行。但神借着基督为我们
付了极重的代价，重新得回我们。基督死在十字
架上救赎了我们，祂的血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
赎。
“平息的祭物”：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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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 “平息的祭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将
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不仅为着救赎我们，更为
着满足神的要求，平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
此，祂是我们在神面前平息的祭物。
FT “为所有的世人”：主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
也为所有的世人，作了平息的祭物。然而，这平息
是以人相信主，接受祂为条件的。不信的人经历不
到这平息的功效，不是因为这平息有什么短缺，乃
是由于他们的不信。
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将我们带回归
给了神。进一步，基督也是平息的祭物，平息我
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和神交通。
祷告：“哦--主耶稣，我对我的父母、老师、同
学、弟兄姊妹都有罪的问题。我因着罪不仅和人
之间出了问题，在神面前也出了问题。因此不能
来到神的面前。
我认自己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
你平息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你的平息，我能
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享受恩典，保持
和他人和平健全的关系。借着基督作了平息的祭
物，愿我的学生生活被祝福！阿门！”

詩歌補 819 基督流宝血，成就平息
（罗马第 5 章 1-11 節）
1. 前困深牢中，全然无望；
试图要相信，仍旧徬徨。
耶穌一显现，天光照明亮；
大爱浇灌我心，神今住我心房！
(副)耶穌流宝血，成就平息；
不再有定罪，因信称义。
我今归与神，因救赎永定；
藉著耶穌基督，对神有了和平！
2. 生在亚当里，奔向死亡；
身心全受创，病入膏肓。
神差祂儿子，了结旧亚当；
罪、死不再得逞，祂死，我得释放！
3. 今在恩典中，喜乐欢畅；
罪恶全消踪，神在流淌。
神长在我心，我享恩无量─
在生命里得救，在生命中作王！
Hymns,#1131
Assurance And Joy Of Salvation – Reconciled To God.

Rom 5:1-11
1. In a low dungeon, hope we had none;
Tried to believe, but faith didn't come;
God, our sky clearing, Jesus appearing,
We by God were transfused!
We by God were transfused!
(C) Propitiation made by the blood,
Jesus' redemption bought us for God!
No condemnation, justification!
We have peace toward God!
We have peace toward God!
2. Born into Adam, dying we were;
We had a sickness no one could cure.
God, His Son sending, old Adam ending;
He is dead, we are free!
He is dead, we are free!
3. Now we're rejoicing, standing in grace,
Oh hallelujah! Sin is erased!
God, in us flowing, in our hearts growing,
We are saved in His life!
We are saved in His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