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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凡以色列家中的任何人，或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
吃任何的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變臉，把他從百姓中剪
除。11因為動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這血賜給你們，
可以在祭壇上為你們的生命贖罪；因為血就是生命，能
夠贖罪。12因此，我對以色列人說：你們都不可吃血；
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也不可吃血。13凡以色列人，或
寄居在他們中間的外人，獵取了可吃的飛禽走獸，必須
把牠的血放出來，用土掩蓋。14因一切動物的生命，牠
的血就是牠的生命。所以我對以色列人說：無論甚麼動
物的血，你們都不可吃，因為一切動物的生命就是牠的
血。凡吃血的必被剪除。15無論是本地人，是寄居的，
若吃了自然死去或被野獸撕裂的動物，要洗衣服，用水
洗澡，必不潔淨到晚上，晚上就潔淨了。16但他若不洗
衣服，也不洗身，就要擔當自己的罪孽。」 利未記
17:10-16 



 桃園三結義：漢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
八四年），黃巾賊作亂，劉備和關羽、
張飛三人結拜為異姓兄弟，當時正是三
月，桃花盛開，在桃花園裡結拜成兄弟
，俗稱「桃園三結義」。 



 歃血為盟《出自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踐土之盟是中國春秋時
代的於踐土招開的一場盟會，於西元前632年冬招開，由晉文公主持
，邀集中原各國領袖參加，參與的國家還包括齊國、陳國、魯國、
宋國、蔡國、鄭國、衛國、莒國。周天子周襄王也至會所參加。該
會盟是晉國同年在城濮之戰打敗楚國之後，與各國約定要求尊重周
王室，是晉文公霸業的代表事件。 



I. 血的連結 
1. 立約的方式 
 動物切半直到脊椎 
 兩人在動物旁對立站著 
 交換外衣 
「你穿上我，我穿上你，我們是合一的。」 
 交換兵器 
「你的敵人現在也是我的，我的敵人是你的。」 
 交換腰帶 
「當你軟弱時，我的力量會幫助你。」 



 立約的雙方在動物屍體的中間走過 
「我向我的獨立死亡，以及我的權力。」 
 雙方向天起誓 
「神阿，使我如此…」 
 然後轉向被殺的動物屍體 
「當我違背這誓約。」 
 兩人在手腕上劃一道傷，然後握手將血混在一起 
「我們同意兩造成為一。」 
 分享所有的資源與債務 
「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 



 將地上的砂石抹在手腕的傷口處 
「不論我在哪裡，只要我看到手腕的傷痕，就會記
得我和對方立約。」 

 他們起個新的名字 
「因為立約我就有了新的身份。」 
 坐下享用立約的宴席，並將麵包放到對方的口中 
「你吃我，我也吃你。」 
 豎起立約的記號—石堆、植樹、或是契約 — 做為
立約的證據 

「我稱你為朋友，比兄弟更親的朋友。」 
 



2. 與神立約的特質 
 一個連結：關係 
 在血裡面的連結：不是隨便的，而是走進死亡 
 神有絕對主權的掌控 



II. 走入死亡 
『34於是他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
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35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失生命；凡
為我和福音喪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36人
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馬可福音8:34-36 

1. 根據 神的條件 v. 34 
 「捨己」與「背起」指時間上的一點：開始吧 
 「跟從」是現在式，繼續不斷的習慣動作 



2. 向獨立自我而死 vv. 35-36  
 超過其他的關係：路加福音14:26-33 
 不再為自己活 
「19我因律法而向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著。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20現在活著的不再是
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
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
己。」加拉太書2:19-20 

 



3. 不再繼續活在罪中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
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這就
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約翰一書2:19 

  (參考約翰一書2:1, 3:4-6, 9) 
「我們過去一年所做的研究發現，大多數第一次決
志接受耶穌的人，在八週之內已經與教會失去聯
繫。而且這些人的決志沒有帶來任何生活行為上
的改變。」—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Church教
會的再來, by George Barna  



4. 經過幔子 
「19所以，弟兄們，既然我們靠著耶穌的血得以坦
然進入至聖所，20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 
」希伯來書10:19-20 

 神從上到下撕開幔子 
 神邀請我們經過耶穌基督的身體 



III. 不能被打破的委身 
Dr. Robertson McQuilkin  
1948結婚 
1968任Columbia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校長 
太太Muriel 得到老年癡呆症

12年了(1978) 
1990年做了一個決定 
Muriel於9/19/2003去世 



1. 基遍人的詭計 
『3基遍的居民聽見約書亞向耶利哥和艾城所做的事
，4就設詭計，假扮使者出去。他們拿舊布袋和破
裂補過的舊皮酒袋馱在驢上，5將補過的舊鞋穿在
腳上，把舊衣服穿在身上，作食物的餅都又乾又
長了霉。6他們到吉甲營中約書亞那裏，對他和以
色列人說：「我們是從遠地來的，現在求你與我
們立約。」』約書亞記9:3-6 



2. 立約與責任 
『14以色列人收下他們的一些食物，但是沒有求問耶和華的

指示。15於是約書亞與他們建立和好關係，與他們立約，
讓他們存活；會眾的領袖也向他們起誓。16以色列人與他
們立約之後，過了三天才聽說他們是近鄰，住在附近。17

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就到了他們的城鎮，他們的城鎮是
基遍、基非拉、比錄和基列‧耶琳。18因為會眾的領袖已
經指著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向他們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
擊殺他們。全會眾就向領袖發怨言。19眾領袖對全會眾說
：「我們已經指著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向他們起誓，現在
我們不能碰他們。20我們要這樣對待他們，讓他們存活，
免得因我們向他們所起的誓而憤怒臨到我們。」』約書亞
記9:14-20 

 以色列人犯的錯：沒有求問耶和華的指示 
 基遍人的欺騙不能使約無效 



3. 約的考驗 
『 5於是五個亞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崙王
、耶末王、拉吉王和伊磯倫王，聯合上去，率領
他們所有的軍隊，對著基遍安營，要攻打基遍。6

基遍人就派人到吉甲的營中約書亞那裏，說：「
不要袖手不顧你的僕人，求你趕快上來拯救我們
，幫助我們，因為住山區亞摩利人的諸王已經聯
合來攻擊我們。」』約書亞記10:5-11 



4. 神的參與 

『7於是約書亞和所有跟他一起作戰的士兵，以及大
能的勇士，從吉甲上去。8耶和華對約書亞說：「
不要怕他們， 因為我已將他們交在你手裏，他們
沒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9約書亞就連夜
從吉甲上去，猛然襲擊他們。10耶和華使他們在
以色列人面前潰亂。約書亞在基遍大大擊殺他們
，在伯‧和崙的上坡路上追趕他們，擊殺他們，
直到亞西加和瑪基大。11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逃
跑。正在伯‧和崙下坡的時候，耶和華從天上降
下大冰雹在他們身上，直降到亞西加，打死他們
。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殺死的還多。
』約書亞記10:7-11 



『12當耶和華將亞摩利人交給以色列人的那一日，
約書亞向耶和華說話，在以色列人眼前說：「太
陽啊，停在基遍；月亮啊，停在亞雅崙谷。」13

太陽就停住，月亮就止住，直到國家向敵人報仇
。這事豈不是寫在《雅煞珥書》上嗎？太陽停在
天空當中，沒有急速落下，約有一整天。14在這
日以前，這日以後，耶和華聽人的聲音，沒有像
這日的，這是因為耶和華為以色列作戰。』約書
亞記10:12-14 



『9約書亞就連夜從吉
甲上去，猛然襲擊他們。
10耶和華使他們在以色
列人面前潰亂。約書亞
在基遍大大擊殺他們，
在伯‧和崙的上坡路上
追趕他們，擊殺他們，
直到亞西加和瑪基大。
11他們在以色列人面前
逃跑。正在伯‧和崙下
坡的時候，耶和華從天
上降下大冰雹在他們身
上，直降到亞西加，打
死他們。被冰雹打死的，
比以色列人用刀殺死的
還多。』約書亞記10 



我要守約。 
I Will Keep My Cove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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