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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圣殿

安息日下午

阅读本周学课经文

出 25:8；赛 53:4-12；来 10:4；9:14；8:1-6；提前 2:5、 6。

存心节

“为此，祂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
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 9:15）

在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漆黑如墨，法兰克走在空无一人的城市街道

上，阴暗笼罩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有人在暗中跟
随他。他继续走，脚步声却愈来愈近。接着这个人追上他问道说:“你是
印刷业的法兰克吗？”

“没错，我就是。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呃，”这位陌生人回答：“我不认识你，我们也不曾见过面。但是我
很认识你弟弟。即使在黑暗中，你的举止、走路的方式、你的样子，都
让我联想到他，所以我就相信你一定是他弟弟，因为他告诉过我他有一
位兄弟。”

这个故事虽然简单，却显示出一个强而有力、有关以色列圣所崇拜的真
理。《圣经》说，它是真实事物的一个缩影、样式和意象。然而，影子
和意象足以明白地预示及启示他们所要代表的真理：基督的死，以及祂
在天上圣所的大祭司职分。

本课综览：为何上帝要以色列人建造圣所？圣所教导我们什么有关基督
是我们的替代者这件事？耶稣在天上作我们的代表，祂做了哪些事呢？
■研究本周学课，为6月12日安息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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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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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
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
行走。我要作你们的上帝，你们要
作我的子民。”（利 26:11、12）
有一点现在应该很明显：不管在旧
约或新约，上帝寻求和子民有一个
亲密慈爱的关系。事实上，圣约的

根本就是要为这样的关系建立（在没

有更适切的字眼形容下）“规则”。

不管在何种时空或背景之下，关系
对圣约都是重要的。然而，为了产

生关系，必须有互动、交谈和接
触，尤其是对犯罪、堕落、怀疑的
人类。上帝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

住在祂的子民当中呢？

真相或许可在今日学课一开始所列

的两个章节中找到 ，请注意 ，上帝在
他们当中“立帐幕”；又说祂不“厌

恶”他们 。祂接着说 ，祂要在他们中

间“行走”，又要作他们的上帝 ，而他

们要作祂的子民（利26:11 、12）。细读

这些经文中的要素 。我们就能再度
清楚地看见关系的层面 。

用几分钟分析上述这两节经文以及
出25:8，并写下各种不同的要素如
何符合上帝要和祂的子民建立关系
的概念。

祂采取主动，好让祂能以一些方式

来向我们表明祂自己，叫我们─
在堕落人性的辖制下─能用有意
义的方式和祂建立关系。

阅读出25:8，上帝命令以色列人建
造圣所。上帝叫他们造圣所的理由
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也带出了另
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居

特别着重在“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
这段话。圣所本身提供了什么方
法，好让堕落有罪的人类借此可以
重新蒙上帝接纳？它为什么在立约
的过程中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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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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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献祭与接纳（来 9:22）】

旧约时代，上帝指定让罪人除去罪

旧约的动物祭牲是上帝制定的方

品。以色列人所献的祭详述于〈利

它们改变了罪人原本充满罪恶及死

恶与过错的方法，就是以动物为祭
未记〉1至7章。请特别注意各种献
祭中血的使用和处理方式。的确，
在献祭仪式中，血所扮演的角色是
以色列人献祭的一大特色。

犯罪的人─破坏了圣约关系，又

破坏规范这关系的律法─可以带

着动物祭牲作为代替品，借此使他
与上帝并与人的连结得到完全的恢
复。献祭及其仪式是上帝指定的方
法，使罪恶过犯得以洁净。制定它
们是为了洁净罪人，借着把血洒在
坛上，把个人的罪和过犯转移到圣
所，使悔改之人与关系。

以上所表达的这些观念如何帮助我
们了解昨天学课结尾的疑问呢？

在动物献祭中，有什么预言式的含
意吗？赛53:4-12；来10:4。

法，为了除去罪人的罪恶与过犯。
亡的景况，成为被赦免的人，得以
重建其与上帝的圣约关系。但是动
物献祭在本质上有预言性的含意。
毕竟，没有一种动物适合成为替人
类赎罪的替代品。〈希伯来书〉的

作者用他自己的语言如此陈述：
“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

罪。” （来10:4） 因此，动物祭牲是

表示对于上帝那道成肉身之仆人降
临的期待，祂将为世界的罪替死。
透过这个过程，罪人得以赦免，并
且被上帝接纳，圣约关系的基础就
因此被建立了。

想像自己置身于旧约时代某个人的
处境中，那时人们在圣所献上动
物。请记住在他们的经济状况、文
化及整体生活背景下，家畜有多么
重要，这些献祭教导世人什么有关
罪的代价及其教训？

星期二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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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者】

“基督照我们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
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
代。”（加1:4）
毫无疑问，新约有一关键主题，乃
是基督为了世界的罪成了祭品。这
个真理是整个救赎计划的根基。任
何神学观若否认基督之血的赎罪，

望寄托给一尊出自人手的偶像 。拯
救惟独来自宝血 ，就是基督的血 。

查考以下章节，其中告诉我们什么
有关血的事？太26:28；弗2:13；来
9:14；彼前1:19。血在拯救计划中扮
演了什么角色？

就等于否认基督教的核心及精神。
不流血的十字架不能拯救人。

默想今日的经文，然后再回答以下
问题：耶稣是自愿受死的吗？祂是
为谁死的？祂的死完成了什么？

“上帝的旨意并不是要你不信，并

恐惧上帝会因为你的罪与不配不

肯 接 纳 你 而 折 磨 自 己 …… 你 可 以
说:‘我知道我是罪人，所以我需

要一位救主……我们没有什么功劳
代替是整个救赎计划的关键 。因为
犯罪的是我们 ，理当受死的亦是我

们 。然而 ，基督出于祂对我们的爱 ，

（加1:4）。祂因我
“为我们的罪舍己”

们本该承受的死而牺牲 。基督代替

或美善让我们声称我们拥有拯救，
但是我将那无疵上帝羔羊的赎罪之
血交给上帝，这血可以除去世人的

罪。这是我唯一的祈求。’”（怀爱

伦著，《信仰的基础》，第100页）

思考以上怀爱伦的引言。用自己的
罪人受死 ，从这个真理流出所有其 话重写一次，使其成为你的话。把
他的真理 。我们的盼望 ，对于复兴 、 你自己的恐惧和痛苦放在其中，然
自由 、赦免 、天堂永生的盼望 ，都寄 后写下其中有何应许赐给你。因着
托在耶稣所做的事工上 ，就是祂为 新约的血，你拥有什么盼望呢？
我们的罪舍己 。若是没有 ，我们的信

仰就毫无意义 。我们很可能会把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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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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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大祭司】

上帝选择与祂的子民同住的地上圣

我们的替代者，我们有的是无罪的

圣所崇拜并未随着这些动物的死而

有的是基督的宝血；我们不再用人

所，是以动物祭品为中心。然而，
结束。祭牲被杀之后，祭司代表罪
人在圣所供上牲畜的血。

然而整个崇拜只是基督为世人所做
之事的缩影，也是表号。因此正如

表号 （圣所崇拜） 并未随动物死亡结

束一样，基督为我们做的事工也没
有随着祂在十字架死亡而结束。

今日研读希伯来书8:1-6，针对章节
内容献上祈祷。求上帝帮助你了解
其中内容并明白其重要性。祈祷过
后，请在以下空格用自己的话，写
出你认为在这些章节中，上帝给我
们的信息是什么？也可问自己，这
些经文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新约？

正如在旧约之下有地上圣所、祭司

和服侍，在新约之下也有天上圣
所、天上祭司和天上的服侍。在旧

约只是表号、意象和缩影（来8:5）的
事物，到了新约都变成了实体。

同时，那与道德无关的动物不再作

耶稣；我们不再用动物的血，我们
造的圣所，我们有“真帐幕，是主

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来8:2）
我们不再有犯罪，犯错的人类祭
司，我们有耶稣作我们的大祭司，
代替我们服侍。将这一切放在心里
并思想保罗所说的话：“我们若忽
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
（来2:3）

想一想：耶稣代替你过无罪的生
活，代替你死，现在祂在天上，为
了你在圣所服侍。这一切事都是为
了救你脱离最后因罪带来的可怕结
果。计划在明天或某一天，对某个
人谈到这个奇妙的消息，这个人是
你认为需要听这个好消息的人。根
据今日的学课，事先演练你所要说
的话。

星期四

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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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职任（来 9:24）】

研究来9:24 ，注意其上下文 。它解释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基督为我们死后 ，在天上代替我们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
做的服侍 。虽然我们可以提到很多 ， 督耶稣。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
但我们要着重在一个点上 ，末世时 ，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
前2:5、6）这个经文把耶稣放在哪
基督要为我们显现在上帝面前 。
两个角色当中？而这两个角色如何
思考个中意义：我们是有罪、堕落 在地上的圣所崇拜就已预示呢？
的人类；如果我们现在面对上帝荣
耀的光辉，就将被它烧毁；不管我
们曾经多么坏、厚颜无耻地违抗上

帝的律法，但是有一个人为“我
们”显在上帝面前。有一位“代

新约的大好消息是，如今因着耶

当基督在地上时，祂是多么慈爱、

们在天上站在天父前，有个“人”

表”为我们显在祂面前。想一想，
赦免与接纳，而现在在天上为我们
作中保的，就是这人吗？

这真是大好消息的另一层面。耶稣
不仅为我们的罪受罚，把我们的罪

放在十字架祂的身上 （彼前2:24） ，

祂现在还站在上帝面前，作天地之
间、人神之间的中保。

这事完全合情理。耶稣是神也是人

（没有罪的完全人） ，祂是唯一能够

填补人神之间、因罪造成的鸿沟的

那位。这其中有一个重点（虽然重点

很多），那就是现在有一个“人”，

祂可以体恤我们的试探、痛苦 （来

4:14、15），代表我们站在父面前。

稣，悔改的罪人有个“人”代表他
为他们赢得从未取得的完美之义，
惟独有了这完美的义，他们才能站
在上帝面前。那位有完美之义的耶

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来2:10） ，
祂站在上帝面前，宣告我们的罪得
赦免，我们有力量胜过罪，因为若
没有这些，我们就没有盼望，不只
现在没有，在审判时也一定没有。

祈祷并默想 ，有一个人 ，祂曾经体
验过犯罪的试探 ，如今在天上站在
上帝面前 。这事对你个人有什么意
义？它带给你哪一类的盼望与鼓舞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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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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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修资料

“天上地位最高的天使也没有能力为

失丧的灵魂付上赎价 。基路伯和撒
拉弗的荣耀是创造主所赋予的 ，他

们是祂所造的 。而人要和上帝和好 ，

讨论问题

1 阅读罗5:2，弗2:18以及3:12。它
们说了什么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借着
耶稣得以进到父面前？

必须靠那与上帝同等的中保来完

2阅 读 左 栏 的 怀 爱 伦 引 言 。 请 注

祂够格为人类与无限的上帝交涉谈

看我们时，祂不看我们有缺陷的品

成 ，祂所具备的属性使祂有尊荣 ，使
判 ，同时使祂可以代表上帝来到堕

落的世界 。人的替代者 ，必须拥有人
的本质 ，与祂所代表的人类家庭有

意她怎么解释中保的角色。当天父
格，只看到基督的完全。思考其中
意思并与班上同学讨论。

连结 ，而且作为上帝的大使 ，祂必须

3 思考我们本周研读的，问自己会

结 ，以便向这个世界显明上帝 ，才能

督如今正在天上的圣所之中。但那

有分于上帝的本质 ，与无限有个连

（怀爱伦
成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 。”

著，
《信息选粹》第一册 ，第257页）

“耶稣继续说:你们在人面前怎样承
认我 ，我在上帝和圣天使面前 ，也必
怎样承认你们 。你们要在地上作我

的见证 ，作我恩典流经的河道 ，好去
拯救世人 ；而我要在天上作你们的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好吧，所以基
又如何呢？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的
日常生活而言，在实际层面上有何
意义呢？”

总结

旧约的献祭制度被新约取代；动物
不再由有罪的祭司在地上圣所当作

代表 。天父不看你们有缺欠的品格 ， 祭品，我们现在拥有耶稣，祂是我
只见你们被我完全的品德所遮盖 。 们完美的祭品。祂代表我们在天上
我是天上恩惠传给你们的媒介 。每 圣所站在天父面前，它是构成新约
一个和我一同牺牲 、承认我的人 ，将

被认为有和赎民同享荣耀和快乐的
（怀爱伦著 ，
《历代愿望》，第357
资格 。”

页）

及新约应许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