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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他對我說：‘到二千三百

聚光燈
“在表號性的崇祀中，當大祭司進到至聖所的時候，以色列
全會眾都要聚集在聖所的附近，以極莊嚴的態度在上帝面前存謙
卑的心，以便得蒙赦罪，而不至從民中被剪除。在這實際的贖罪
日上，我們豈不更當明白大祭司的工作，並知道主所要我們盡的
本分是甚麼！”（《善惡之爭》第24章，第20段中摘錄）

日，聖所就必潔淨。’”
（但8:14）

你

的 看法？

在作出回應之前，請認真思考以下場景。
假設你被指控犯下了嚴重的罪行。你的有罪判決
意味著你將被執行死刑或者終身監禁且不允許
假釋。在審判當天，法官召集你的辯護律師和
公訴人出庭，一起來討論關於你的判決。
在等待判決的時候，下列這些事中，你會
做些甚麼呢？把下面最能代表你當時行
為的句子劃出來。
歇斯底里地哭著喊著你的母親。
誠懇地祈求上帝憐憫你並使你
得以自由。
“我 們 所 講 的 事 ，
靜靜地坐在那裏，等著你
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
的律師回來把最新消息告
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
訴你。
經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
打個盹。
右邊，在聖所，就是真帳
祈求上帝饒恕你。
幕裏作執事。這帳幕是主

走進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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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的，不是人所支的。

嗎？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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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祭司都是為獻禮物
和祭物設立的，所以這位大
祭司也必須有所獻的。他若
在地上，必不得為祭司，因
為已經有照律法獻禮物的
祭司。他們供奉的事本是天
上事的形狀和影像，正如
摩西將要造帳幕的時候，
蒙上帝警戒他，說：‘你
要謹慎，作各樣的物件
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
的樣式。’

在古代猶太人的祭祀禮節中，罪是
通過流血來洗淨的。人若犯了罪，
可以牽一隻動物到聖殿門口，按手
在動物頭上，承認他或她的罪。然
後動物被殺，祭司將其血帶進聖所，
並把它彈在分隔聖所和至聖所的幔子
如今耶穌所得的
上。
職任是更美的，正
如此，人的罪就轉移到無辜
如他作更美之約的
的動物身上，進而轉移
中保。這約原是
到聖所上。這些動物
憑更美之應許
——經常是用羔羊—
立的，但現在
—就是耶穌的代表，為
基督已經來
我們的罪被殺。
到，作了
另外，你知道嗎，
將來美
有時人的罪也會轉移到祭
司身上？上帝吩咐
祭司要吃這些祭牲的
肉，好象徵他們“擔當會
眾的罪孽”（利10:17）。

事的大祭司，
經過那更大、更全備的
帳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
是屬 乎 這 世 界 的 。 並 且 不 用
山羊和牛犢的血，乃用自己
的 血 ， 只一次進入聖所，成了
永遠贖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並母牛
犢的灰，灑在不潔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聖，身體潔淨，何
況基督藉著永遠的靈，將自己
無瑕無疵獻給上帝，他的血豈
不更能洗淨你們的心（原文作
“良心”），除去你們的死行，
使你們侍奉那永生上帝嗎？為
此，他作了新約的中保，既然
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
罪過，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應
許永遠的產業。”
所以前約也不是不用血立
的。因為摩西當日照著律法將
各樣誡命傳給眾百姓，就拿朱
紅色絨和牛膝草，把牛犢、山
羊的血和水灑在書上，又灑在
眾百姓身上，說：‘這血就是
上帝與你們立約的憑據。’他
又照樣把血灑在帳幕和各樣器
皿上。按著律法，凡物差不多
都是用血潔淨的，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了。
照著天上樣式作的物件，
必須用這些祭物去潔淨；但那
天上的本物自然當用更美的祭
物去潔淨。因為基督並不是進
了人手所造的聖所（這不過是真
聖所的影像），乃是進了天堂，
如今為我們顯在上帝面前；也不
是多次將自己獻上，像那大祭
司每年帶著牛羊的血進入聖所
（“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
自己的血”）。”
（來8:1-6;9:11-15,18-25）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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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語連珠
“上帝啊，你的作為是潔淨的，有何神大如上帝呢？”
（詩77:13）

把聖經故事中你感到陌生的地方標注出
來。
當你想到耶穌時，你是否將祂想像成一位大祭
司，穿戴著大祭司的全副衣冠呢？如果這樣想到，
說說你的理由。如果沒有，也解釋一下原因。

“這位既是永遠常存的，他祭司的職任就長久不
更換。凡靠著他進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
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來7:24,25）
“每逢七月初十日，你們要刻苦己心，無
論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們中間的外人，
甚麼工都不可作；這要作你們永遠的定
例。”（利16:29）

請將這些經文中你看到耶穌慈愛的地方標注出來。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本書八、九章中，將上帝賜給摩西和以色
列人的聖所侍奉，與天上聖所的侍奉聯繫在一起。你是否看
到了這種聯繫呢？把你所看到的作者對這兩者之間進行比較
的經文劃出來。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
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
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羅8:34）
“因為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都
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你
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
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西2:9,10）

根據聖經故事，為甚麼說血對於我們的得救很重要？

言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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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罪自由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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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本週聖經故事帶給你的兩個教訓寫在下面：
教訓1：

教訓2：

“世界上沒有義人，誰敢把自
己的思想和行為對照法律全部
承認出來呢？恐怕罪行最輕的也
得上十遍絞刑架。” ——蜜雪兒·
德·蒙泰尼，十六世紀法國宗教改革學
者。

“我對著基督徒的旗幟和救主起誓，要
為祂的國而站立。這位救主曾經被釘，後
來復活，將來必要再來，將生命和自由帶給
一切相信的人。” ——丹奎裏，美國前副總統。

活靈活現
安息日
你是否完成了本週課程“你的看
法”中的活動呢？如果沒有，現
在就請完成。人一想到自己要面
臨終身監禁或者死刑判決就不禁
心灰意冷。即便是最鐵石心腸的
罪犯，身處死囚牢房的時候也會
精神崩潰。
請閱讀馬太福音12:36,37。這兩
節經文是否嚇到你了呢？如果是，
請解釋一下原因。
現在請閱讀約翰福音5:24。這節
經文是否能給你帶來希望呢？請
解釋一下你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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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請閱讀羅馬書8:1。這節經文
給了你哪些強有力的信息？

星期日
請閱讀本週課程“走進故事”中
的經文並回答“走出故事”中的
問題。或許你已經注意到，獻祭
是一個非常麻煩骯髒的過程，屠
殺動物，血肉橫飛，往幔子上彈
血。你覺得上帝為甚麼要設立這
樣一種費事的體系來潔淨祂百姓
的罪呢？

像得出祭司衣袍上沾滿鮮血的情
形嗎？
每年一度，大祭司要代表通國懇
求上帝，從聖所中除去罪孽。（閱
讀利未記16:29,30）。現在，我
們就明白了但以理在本週存心節
中的話是甚麼意思。但是但以理
的這個預言還有個難以理解的地
方。但以理所提到的地上的聖所
當時早已成為廢墟，因此他所指
上帝要潔淨的是另外一個聖所。
根據本週聖經故事，但以理所提
到的這個聖所位於甚麼地方呢？
這種潔淨的工作目前正在進行。
當耶穌向天上諸智者提出這些通
過祂的功勞配得拯救之人的名字
時，你想我們目前在地上應當做
些甚麼工作？

星期二
本週課程“聚光燈”這部分是一
段非常嚴肅的引文。請仔細閱讀
這段內容。你明白這段話是在說
甚麼嗎？

請閱讀以賽亞書53:6。耶穌為我
們的罪而死，我們每次犯罪，祂的
血都遮蓋我們。這就是祂目前在
天上聖所中為我們進行的工作。

星期一
你從前看到過本週課程的存心節
嗎？想想你昨天所學有關地上聖
所的知識。祭司在殿內幔子前所
做彈血的動作，將罪人的罪從他
身上轉移到聖所本身。你能想像
到聖所中發出的聲音嗎？你能想

為了更好地理解大衛王這句話，
請進一步閱讀詩篇77:7-11。大衛
王想上帝是否會永遠拋棄他呢？
上帝是否會拋棄他呢？當然不會。
他如何知道這一點？大衛看到了
聖所中曾經發生的侍奉過程。上
帝在這個作為中將人身上的罪轉
移出去，使人重新與上帝和好，
脫離罪辜得以自由。這種愛的舉
動打動了大衛的心靈，這種福分
也是屬於我們的。

星期四
我們是否瞭解聖所的所有細節以
及耶穌目前在天上為我們做的事
呢？我們瞭解這些知識當然是好
的，不過認識耶穌本身比瞭解祂
的工作和任務更為重要。
請閱讀約翰福音十五章，然後問
自己一個問題：如果我和耶穌真
的很親密，那我的生活會發生甚
麼樣的變化呢？

請閱讀馬太福音22:1-14。王為甚
麼惱怒那沒有穿禮服的賓客？

星期五

王已經為賓客準備了合適的禮服，
但這個人卻仍舊穿著他想穿的衣
服。如果你去拜見國王，你是否
能自己想穿甚麼就穿甚麼呢？

你是否害怕最後的審判呢？為甚
麼不禱告，祈求上帝告訴你如何
現在就與祂和好呢？
如果你不害怕上帝最後的審判，
用兩句話來形容一下你的看法、
感受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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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隻視若心肝的小寵物，
由於你的失誤把它給害死了，你心
中會有何感想？想像一下耶穌就
是你那只心愛的寵物，因為你的
過失死了，你心中的感受如何？

當我們看到上帝的聖所時，我們
從中學習到上帝的哪些“作為”
呢？

贖罪日期間，上帝的百姓必須確
定自己“穿戴合適”才能去見王。
他們必須穿上由上帝所預備的、
婚筵上義的禮服。他們不能隨著
自己的心意而行。你是否為這個
隆重的場所做好準備了呢？到時
候你要穿戴甚麼呢？

星期三
本週課程“妙語連珠”中的經文
哪節給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請
仔細閱讀詩篇77:13。你覺得大衛
王這裏所說的是甚麼“作為”呢？

本週閱讀*
《善惡之爭》第23,24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