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利未記 講座 

甘霖神學培訓系列 

聖經研究 

利未記 講座 

張玉明牧師 主講 

 

第一講  利未記簡介 及 會幕聖所的設置與意義 

 

一. 引言﹕ 

A. 特點和重要性 

1. 描寫舊約的宗教系統，使人暸解救恩及新約的意義。 

2. 充滿了神的直接話語。 

B. 目的﹕ 

1. 神說了什麼話 

2. 為什麼神要說這些話 

C. 大綱﹕ 

1. 一—七﹕祭司的手冊 

2. 八—十﹕分別為聖作中保的祭司 

3. 十一—十六﹕潔淨的手冊 

4. 十七—二十七﹕律法的功用 

二. 聖所及其屬靈的意義 

A. 聖所的名稱﹕會幕、法幕、聖所、帳幕、耶和華神的殿 

B. 聖所的目的﹕ 

1. 神可以住在以色列人中間 

2. 彰顯天上的實際 

C. 聖所的樣式 

1. 一個可移動的帳幕—裡面隔成聖所與至聖所 

2. 四面環繞的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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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洗濯盆—每天再次潔淨自己 

b. 銅壇（祭壇）—象徵審判 

3. 圍牆—東邊有入口 

D. 聖所內的器皿 

1. 陳設餅桌—神的子民和神的交通 

2. 金燈台—聖所裡唯一提供的亮光。象徵通往神面前的唯一通

路。 

3. 香壇—禱告。是除了祭司一年一度進入至聖所以外，最接近

神的地方 

E. 至聖所 

1. 約櫃—代表神寶座的的腳凳（詩九十九 5，一三二 7） 

a. 約櫃內 

(1) 法版—神與以色列人立約的基礎 

(2) 裝嗎哪的金罐—神信實的供應 

(3) 亞倫發過芽的杖—以色列國的繁榮開放 

b. 約櫃上— 

(1) 精金作的板，就是「施恩座」。是人與神和好之處。 

(2) 兩邊各有基路伯。是上帝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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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神學培訓系列 

聖經研究 

利未記 講座 

張玉明牧師 主講 

 

第二講  燔祭 及其意義（利未記一章) 

 

利未記的名稱—利一 1「呼叫」 

一. 燔祭的意思—「上升」。「馨香的火祭」。象徵獻祭者完全降服在神面

前，也象徵神完全的接納。 

二. 燔祭的步驟 

A. 謹慎的撿選合適的動物 

B. 流血贖罪 

C. 按手在燔祭牲頭上 

D. 焚燒在祭壇上 

三. 燔祭是公眾敬拜的儀式 

A. 公牛 

B. 公綿羊或公山羊 

C. 班鳩 

四. 一般獻燔祭的時候如下： 

A. 每日的早晨和黃昏﹙民 28:1-8；出 29:38-42﹚ 

B. 各種節期： 

1. 每逢月朔﹙民 28:11-14﹚ 

2. 逾越節後吃無酵餅的每一日﹙民 28:19-24﹚ 

3. 吹角日﹙民 29:2-4﹚ 

4. 贖罪日﹙利 16﹚ 

5. 住棚節﹙民 29: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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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各種呈獻的場合  

1. 將祭司分別為聖的時候 (利 8:18；19:12，出 29:14) 

2. 呈獻帳幕﹙民 7:15, 87﹚ 

3. 呈獻聖殿﹙王上 8:64﹚ 

D. 各種潔淨禮儀  

1. 婦人生子女後的潔淨禮﹙利 12:6-8﹚ 

2. 患漏症的人癒後的潔淨禮﹙利 15:14ff﹚ 

3. 患大痲瘋者的潔淨禮﹙利 14:19﹚ 

4. 拿細耳人沾染世俗,不潔淨後﹙民 6:10, 11﹚ 

5. 拿細耳人滿了離俗的日子﹙民 6:14, 16﹚ 

五. 燔祭的意義 

A. 神允許他的子民藉著祭牲的贖罪而來到祂的面前敬拜祂 (利

1:.3, 10, 14) 

B. 神要求替代的牲畜的血和身體完全的呈獻到祂的面前 (利

1:4-9a, 11-13a, 15-17a) 

C. 神悅納敬拜者完全的敬拜 (利 1:9b, 13b, 17b) 

六. 燔祭在新約的應用 

A. 耶穌是為我們完全獻上的羔羊（約三 16） 

B. 信徒與祭牲完全的認同（羅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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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素祭 及其意義 （利未記二章） 

 

一. 素祭的意思—禮物（創三十二 13，王上四 21）。神的百姓是神的屬

民。 

二. 素祭的獻法 

A. 細麵、油、乳香 

B. 烤好的餅 

C. 煎的薄餅 

D. 炸過的餅 

E. 烘過的禾穗 

三. 素祭的場合 

A. 公眾敬拜的場合 

1. 在會幕內為 12 支派獻上的 12 個陳設餅。 

2. 五旬節的獻禾捆為搖祭﹙利 23:15﹚。 

B. 個人敬拜的場合—任何時候神的子民願意都可以來到神面獻素

祭。（羅十二 1） 

1. 初熟之物是之物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 

2. 素祭常伴隨著酒，象徵著最好的部份是屬於神的。 

四. 獻素祭的方法 

A. 取出一把燒在銅壇—是至聖屬於耶和華的 

B. 給亞倫和他子孫—代表神已悅納。 

五. 特別情況—利五 11—13。作贖罪祭用，故不可加油和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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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素祭的意義 

A. 神要求祂的百姓把他們所有的一部份承獻給神，來彰顯他們奉獻

的心 (利 2:1, 4, 14). 

B. 神要求所獻上之物沒有任何敗壞 (利 2:4-7, 11-13, 15) 

1. 素祭中不可有酵 (2:4)。因酵是代表邪惡的東西。 

2. 素祭裡面也不可以加蜜(2:11)。 因甜份容易使穀物很快的

變酸 

3. 素祭上要加上鹽（2﹕13）。紀念神與人所立的永約。因為鹽

象徵不朽壞與久遠。 

C. 這樣的獻上是神所悅納的 (利 2:2-3, 8-10, 16) 

1. 在壇上燒掉是象徵神的悅納。 

2. 剩下的素祭歸給祭司。因為收成裏最好的是要獻給神的而不

是留下來縱容自己。 

七. 新約中的應用﹕神要求他的子民把他們自己，以及他們所有中最好

的獻給神來彰顯他們奉獻的心，以及對神豐富的賜與的一個感恩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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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平安祭 及其意義 （利未記三章） 

 

一. 平安祭的步驟—利三 1—5 

A. 可獻無殘疾的公牛或母牛 

B. 內臟和血歸給神 

C. 胸和右腿給祭司 

D. 其餘的部分，則歸獻祭的人和他的朋友享用 

二. 平安祭的意思─「完整」、「安好」。與神同桌吃飯。 

三. 平安祭的意義— 

A. 祭牲的意義—三種作平安祭的祭牲, 公牛或母牛，公綿羊或母綿

羊，以及山羊—是與人分享的敬拜。 

B. 步驟的意義 

1. 按手在祭牲身上—不是為贖罪。乃是表示獻祭者把自己的意

願和感情完全獻上給神。 

2. 把祭牲獻上 

a. 血撒在祭壇周圍.—敬拜者可以藉著祭牲的流血，慶祝與

神和好的關係。 

b. 把內臟獻上—是藉著在神面前完全的降服，可以享受與

神和好的關係。 

3. 胸和右腿給祭司—代表神接受這祭物。這是神享用的部分 

4. 與人分享—神設下吃祭肉的時間限制 

a. 讓平安祭的肉不致因為腐敗而帶來疾病。 

b. 真正的感恩不自己獨攬所有的好處，乃是和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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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約中的應用 

A. 主餐—耶穌是平安祭牲，我們藉著祂與神相交（羅五 1） 

B. 今天救恩到了這家 (路十九 9)。 

C. 耶穌期盼與神的兒女一同座席 (啟 3:20)。 

D. 在神的國度裡，那些要與神同治理的聖徒，藉著享用羔羊的婚宴

開始了與神沒有間斷的和好關係 (啟 19:7).  

E. 平安祭除了和神一同享用食物以外, 平安祭也包括了和其他神的

子民共同享用食物—聖徒的相交，必須聖潔。 

1. 知道這個世界有一位奇妙的創造主。賜下赦罪的救恩。 

2. 我們在這世界上的生命是有永恆意義和目標的。 

3. 要談神的話。 

4. 話語要用鹽調和。 

5. 是神賜給人的。要帶著感恩和喜樂的心享用。 

6. 要以神為中心。 

7. 不能回到罪的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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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神學培訓系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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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明牧師 主講 

 

第五講  贖罪祭 及其意義（利未記四 1—五 13） 

 

一. 贖罪祭 

A. 目的—教導神的子民如何對付罪。恢復和神的關係。 

B. 意思—犯罪的信徒如何得到神的赦免 

C. 罪得赦免之路 

1. 贖罪祭所包括的罪，是誤犯的罪—無知，冒失不謹慎所犯的

罪。 

2. 有三類的罪不為贖罪祭所包括： 

a. 擅敢、公然向神挑戰，蔑視神的罪 

b. 故意觸犯十誡 

c. 故意不守宗教禮儀 

3. 對於上述的這些罪，赦罪來自神的恩典, 藉著﹕  

a. 祭司的代求 (出三十二 11, 13, 20-25)  

b. 憂傷痛悔、真正認罪 (詩五十一)   

c. 神直接的介入(賽六 5-7)  

D. 步驟﹕ 

1. 要帶合適的祭牲來到神的面前作為贖罪祭—罪必須付上代

價。地位越高，付的代價越大。 

a. 祭司或全會眾—公牛犢 

b. 官長—公山羊  

c. 百姓—母山羊，綿羊羔，斑鳩，雛鴿，或細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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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犯罪的人按手在祭牲頭上—罪歸於祭牲 

3. 祭司處理血—地位越高，血就帶到離神越近的地方 

4. 為祭司自己或全會眾—把祭牲的血聖所的幔子上七次，把血

灑在會幕內，倒在香壇四角，和燔祭壇角。 

5. 為官長或百姓—蘸血抹在燔祭壇的四角或或彈在祭壇旁。 

6. 焚燒其餘的部分—神悅納這個祭牲 

a. 為祭司或全會眾—祭牲的皮，肉，頭，腿，內臟都要燒

在營外  

b. 為官長或百姓—祭牲的剩餘部分要歸祭司—神已經悅納 

7. 蒙赦免—是敬拜者本身認罪悔改的心，以及對贖罪祭的信心, 

使他罪得赦免. 

二. 某一些罪愆的贖罪 

A. 相異處 

1. 前者是自己所犯的罪, 後者和別人有關—公義聖潔的社會

人人有責。 

a. 若親眼見到，或知道某些事情，卻不肯作見證 

b. 無意中觸摸不潔之物以至於成為不潔淨 

c. 冒失發誓（太五 33—37）  

B. 神允許人以斑鳩或是雛鴿來代替—任何人，不管貧富，都要為自

己的行為負責，尋求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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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講  贖愆祭 及其意義（利未記五 14—六 7） 

 

一. 贖愆祭的範圍—因欺騙而引致任何財物上的損失。包括欺騙神和欺

騙人。 

A. 在聖物上犯罪 

B. 心中沒有平安卻不明原因 

C. 冒犯人或得罪人 

二. 贖愆祭的步驟 

A. 欺騙神—基本上和贖罪祭是一樣的 

1. 來到神面前獻祭 

2. 賠償他所詐欺的數目 

3. 加上 20%的賠償 

B. 心中的不平安—獻祭但不必賠償 

C. 得罪人— 

1. 歸還詐欺的數目 

2. 加上 20%的賠償 

3. 來到神面前獻祭 

三. 贖愆祭的意義—願意賠償我們在別人身上所造成的損壞，乃是認罪

悔改的具體外在表現。 

A. 對神：先獻祭，再賠償. 神不怕你不賠償. 

B. 對人：先賠償，再獻祭. 這樣的獻祭神才接受. 

四. 新約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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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所犯的罪，神必管教﹕馬太福音五 23—26，希伯來書十二 5—8 

B. 真正悔改的人必會想要把作錯的事改正過來﹕路加福音十九

1-10 

C. 虧欠人的必須作出加倍的賠償﹕出二十二 1，雅各書五 1—5 

 

D. 神的教導, 是公義的, 是滿足人心最基本的認知. 基督教赦罪的

教義不是給行詭詐的人做一個脫罪的口惠. 藉著贖愆祭神乃是教

導人何為真正的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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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祭司的責任 及其意義（利未記六 8—七） 

 

一. 燔祭 (利六 8-13) 

A. 火要常常燒著—確定通往神的赦罪之路日夜開放 (利六 8-9). 

B. 穿上細麻布的衣服—維持聖潔的生活, 好隨時領人來到神的面前 

(利六 10-13). 

二. 素祭 (利六 14-23) 

A. 神子民的素祭—祭司接受素祭(利六 14-18) 

1. 供應神的僕人 

2. 讓人知道神悅納他忠實的敬拜  

B. 祭司自己的素祭—祭司不能吃—在忠實的奉獻上， 作神兒女的榜

樣 (利六 19-23). 

三. 贖罪祭 (利六 24-30) 

A. 必須在聖所的燔祭壇上—要人知道赦罪的權柄惟獨來自神 (利六

24-26).  

B. 血是屬乎神的，故瓦器要打碎，銅器要洗淨—要避免使赦罪的禮

儀成為普通、隨便 (利六 27-28) 

C. 祭司中的男丁都可以吃祭肉—要人知道神已經赦免他的罪了 (利

六 29-30) 

四. 贖愆祭 (利七 1-10) 

A. 要鼓勵人，使他知道﹕當他賠償所造成的損壞時，神赦免了他 (利

七 1-6). 

B. 得部份得祭物—從敬拜者得到養生的供應 (利七 7-10)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14    利未記 講座 

五. 平安祭 (利七 11-21) 

A. 要慶祝與神和好，必須帶著祭物來到神的面前 (利七 11-14).  

1. 慷慨的奉獻是在公眾之前表達出來對神的的讚美感恩。 

2. 不是著重在「自己」, 乃是著重在受讚美的神上面。 

3. 讚美是必須花代價的。在希伯來人的觀念內，當神祝福一個

人，這個人必須回報來彰顯真正的感謝。 

B. 要慶祝與神和好，必須在神面前與會眾同聚餐 (利七 15-18). 

C. 要慶祝與神和好，必須避免世俗的污染 (利七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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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講  祭司的按立、事奉 及要求（利未記八—十） 

 

一. 祭司對今日基督徒的意義 

A. 整個以色列人是神祭司的國度（出十九 6），基督徒是神君尊的祭

司（彼前二 9） 

B. 神在舊約特別揀選祭司，神在新約特別揀選長老、執事、監督（提

前三 1—4） 

二. 利未記的主題 

A. 使人與神和好—藉著獻祭 

B. 中保的工作—藉著祭司 

三. 祭司的按立 (利八 1-36) 

A. 招聚會眾—神僕人的按立乃是神自己的吩咐 (利八 1-5)。 

B. 水洗—神的僕人必須從世上的罪惡中潔淨出來 (利八 6)。聖潔的

前奏。 

C. 穿衣—神的僕人必須有充分的準備才能來到神的面前服事神 (利

八 7-9)。是為了神僕人的榮耀和華美（出二十八 2）。 

D. 膏抹(利八 10-13) 

1. 神的僕人必須讓聖靈來分別為聖，作神的工作  

2. 有上頭來的權柄 

E. 赦罪—神的僕人必須藉著祭牲的血來成為聖潔 (利八 14-21)。 

F. 按立—神的僕人必須完全聖潔獻身服事神 (利八 22-30)（參來五

9） 

G. 七天的儀式—神的僕人必須順從神的指導 (利八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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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祭司的服事及意義(利九 1-24) 

A. 在敬拜時，應期待神的同在 (利九 1-6). 

B. 到神的面前乃是藉著赦罪的血 (利九 7-21). 

C. 藉著大祭司的祝福，神願意給人豐盛 (利九 22-23). 

D. 藉著神的同在，信心得以堅定(利九 23b-24).（參約一 14) 

E. 事奉上的冒瀆 (利十 1-20)—耶穌基督是唯一的道路，神的方法

是唯一的方法，人不能用任何方法來代替。神是輕慢不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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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潔淨與潔淨之禮及意義（利未記十一—十三） 

 

一. 潔淨與不潔淨（利十一 1—47） 

A. 定義 

1. 潔淨 

a. 包含正常的，自然的，強壯的，刻苦的，完全的，沒有

沾染的。 

b. 有時也包含稱義的意思。 

c. 藉著成聖之禮成為聖潔。 

2. 不潔淨 

a. 不正常，不自然，軟弱，有病的，污染的。 

b. 有時也包含有罪的意思。 

c. 藉著潔淨之禮成為潔淨。 

B. 食物的規定  

1. 為何要區別潔淨和不潔淨的食物—使以色列人與世界有分

別。 

2. 區別潔淨不潔淨的理由 

a. 神隨意的規定，沒有理由的。為了要知道以色列人是否

遵守他的命令。 

b. 為了宗教的理由。所有不潔淨的動物和外邦神有關係。  

c. 為了衛生的理由。不潔淨的動物帶有疾病不適合食用。 

d. 不潔淨的動物是食肉的。不潔淨的鳥類是食腐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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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依照神聖潔的原則。不符合正常的樣式就不潔淨。  

C. 潔淨、不潔淨的意義 

1. 就像食物有潔淨、不潔淨的區分, 以色列人是屬神聖潔的子

民，他們的生命和生活必須是純的、健康的、完全的。 

2. 代表猶太人和外邦人的分別。藉著新約的建立，外邦人和猶

太人的隔閡被打斷了。也因此耶穌宣告所有的食物都是潔淨

的了。（弗四 11） 

二. 生產與潔淨之禮 (利十二 1-8) 

A. 生產過程是不相稱於神聖潔的同在 (利十二 1-5) 

1. 生產使得一個婦人不能來到聖所敬拜神。 

2. 我們是屬肉體、屬情慾的，也是屬地的。（參約一 13） 

3. 信主的人將來復活要擁有一個復活的身體，乃是一個靈性的

身體。 

B. 潔淨之禮使得婦女可以重新來到神的面前 (利十二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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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  贖罪日及其意義（利未記十六—十七） 

 

一. 贖罪日的預備工作 (利十六 1-5). 

A. 按照神的方式（1、2）—若隨意依照自己的方法，或依照自己的

喜好來到施恩座前必至招罪，唯一的後果乃是死亡。 

B. 為自己贖罪（3）—大祭司必需先獻上一隻公牛犢為自己贖罪，然

後一隻公綿羊作燔祭 

C. 穿戴要按照神的規定（4）—用水洗神，再穿上特別的細麻布的冠

冕、衣服、褲子，才能來到神面前執行他大祭司的責任。 

二. 贖罪日為全會眾贖罪 (利十六-28). 

A. 預備兩隻羊—一隻歸耶和華，一隻歸阿撒瀉勒（逃羊，代替別人

受責備的意思） 

B. 把作羊獻上。把血彈在幔子。 

C. 把雙手按在歸阿撒瀉勒的羊頭上，承認以色列人諸般的罪孽過

犯，然後就把羊送到曠野裏面去。表示罪被忘記。 

D. 預表耶穌基督的救恩（來九 11—12，22） 

三. 贖罪日的意義—憂傷痛悔的心是贖罪的必要條件 (利十六 29-34). 

A. 刻苦己心—把心從日常事物中拿回來，專心思考、默想屬靈的事

情，尋求贖罪日中神所成就的。 

B. 在教會的節期上，在復活節前有四十天齋期，就是強調憂傷痛悔、

認罪的心態。 

C. 來到神前惟一的一條路乃是懷著憂傷痛悔的心，接受神的救恩。 

四. 吃「血」的問題（利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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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獻祭只可獻給神—（利十七 1—9） 

B. 不可吃血—（利十七 10—16）血裡有生命，是為了贖罪 

C. 新約的教導 

1. 徒十 9—15—彼得可以吃潔淨的動物，也可以吃不潔淨的動

物，但神沒有說可以吃血 

2. 徒十五1—21—第一次耶路撒冷會議的決議是﹕外邦人信主

也是單單靠著耶穌基督的寶血，但不可吃血。這是絕對的。 

D. 為什麼不可以吃血？血象徵耶穌基督的救恩—是特別寶貴的。 

E. 血所預表的已經應驗，還要遵守嗎？千禧年的獻祭是往後看主為

我們成就的救恩，所以，同樣不能吃血。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21    利未記 講座 

甘霖神學培訓系列 

聖經研究 

利未記 講座 

張玉明牧師 主講 

 

第十一講  舊約中的節期及其意義（利未記二十三）（一） 

 

一. 利未記中節期 

A. 安息日—（利二十三 3） 

B. 逾越節—正月 14 日（利二十三 4，5） 

C. 無酵節—正月 15—21 日（利二十三 6—10） 

D. 初熟節—正月 16 日（利二十三 11—14） 

E. 五旬節—三月六日（利二十三 15—22） 

F. 吹角節—七月初一（利二十三 23—25） 

G. 贖罪日—七月初十（利二十三 26—32） 

H. 住棚節—七月 15—21（利二十三 33—44） 

二. 這些節日對今日的基督徒，以及神未來國度的啟示，都有屬靈的意

義 

三. 安息日（利二十三 3） 

A. 背景— 

1. 創一 26—27﹕神創造人，要人代表祂管理世界 

2. 創二 1—人﹕人被造後的第一天，神要人安息 

B. 目的—停止自己的工作，單單來到神的面前，尋求和神有一個好

的關係 

C. 人的態度—賽五十八 3，4﹕尊重安息日，思想神，親近神，校正

我們人生的方向 

D. 新約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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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徒二十 7﹕以七日的第一日紀念主的復活。就是基督徒的安

息日 

2. 不遵守安息日的結果，是勞碌卻沒有果效 

3. 要藉著信心來恢復失去的安息（來三 17—19，四 8—11） 

四. 逾越節（利二十三 4—5） 

A. 背景—神藉著羊羔拯救以色列人的長子，並領以色列人出埃及 

B. 意義—主耶穌是逾越節的羊羔，祂的死使神的審判越過我們（林

前五 7） 

五. 無酵節（利二十三 6—10） 

A. 背景—除去家中所有的酵（「霉」），並吃無酵餅 

B. 意義—得到救恩以後，必須除去生命中的惡毒邪惡，過一個無罪

的生活（林前五 7—8）（約壹一 9） 

六. 初熟節（利二十三 11—14） 

1. 背景—搖初熟的禾捆，代表還有更多的收成 

2. 意義—預表耶穌的復活。我們將來也要和祂一樣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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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講  舊約中的節期及其意義（利二十三—二十七）（二） 

 

一. 節期（利二十三）（續） 

A. 五旬節（15—22） 

1. 背景﹕初熟節後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是小麥收成之時。 

2. 意義﹕聖靈降臨，教會時期開始。 

B. 吹角節（23—25） 

1. 背景﹕七月初一日。要吹角作紀念。 

2. 意義﹕聖徒被提，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 13—18） 

C. 贖罪日（26—32） 

1. 背景﹕七月初十日。要刻苦己心，獻祭贖罪。 

2. 意義﹕神要處理祂與猶太人的關係，以色列人要全家得救

（羅十一 28） 

D. 住棚節（33—44） 

1. 背景﹕七月十五—二十一日。又叫收藏節。是豐收各種水

果、莊稼之時。要住在棚裡，紀念以色列人在曠野飄流中神

的恩典 

2. 意義﹕千禧年在新聖城耶路撒冷，列國都要來守住棚節，敬

拜大君王。（亞十四 16—21）是神未來美好的國度（賽十一

1—9） 

E. 安息年（利二十五 1—7） 

1. 背景﹕第七年 

a. 不可耕種修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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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奴隸得到釋放（出二十一 2） 

c. 所有負債得到豁免（申十五 1—3） 

d. 宣讀摩西的律法（申三十一 10—11） 

2. 意義﹕停止工作，思想何為「祭司的國度」 

F. 禧年（利二十五 8—55） 

1. 背景﹕第五十年 

a. 宣告自由 

b. 不能耕種修理 

c. 所有土地歸回原主 

d. 所有奴隸得到釋放 

e. 所有負債得到豁免 

f. 意義﹕使社會制度，經濟制度得到翻修。沒有希望的人

有了恢復的機會。（路四 18，19） 

二. 要學習順服（利二十六） 

A. 順服帶來祝福（1—13） 

1. 不能造偶像—人必須按照神的原則作 

2. 三重祝福 

a. 物質上的祝福 

b. 平安和安全 

c. 爭戰得勝 

3. 以馬內利的應許—神樂意住在順服祂的子民當中 

B. 不順服的災害（14—46） 

1. 病痛和爭戰失敗 

2. 旱災和饑荒 

3. 野獸的災害 

4. 戰爭和圍城 

5. 被毀和被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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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許願（利二十七）—說話誠信從向神許願並還願開始 

A. 許願必須還願 

B. 解脫許願之法—必須加上賠償 

四. 結論﹕出十九 6—遵守屬靈原則，經歷神的祝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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