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信實與救恩計劃

羅馬書 3：25-26

利未記 4：27-29



•聖經分為舊約與新約，收集了許多作者在不同時代所寫的

66卷書信。舊約在耶穌降生之前寫的。新約在耶穌以後。

•舊約一共有39本書，20多位作者。是在耶穌降生前1400到

400年前所寫。

•舊約中有許多有關於基督（彌賽亞）的預言及預表。

•預言：以先知的話語來傳達神的計劃，尤其是有關基督救

恩的計劃。



Verbum Caro Factvm Est Et Habitavit In Nobis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預言基督的先知：
耶利米
以西結
約珥
撒迦利亞
以賽亞
但以理
約拿 5 sibyls雅典與羅馬是多神教的中心。

耶路撒冷是一神信仰的中心

Delphi是阿波羅的神廟。有“女祭司”說預言

羅馬
雅典

耶路撒冷

拿撒勒

伯利恆

童貞女生子

梵蒂岡西斯廷教堂



中國歷史的記載
漢哀帝 劉欣

年號
建平： 前6年—前3年
太初元將：前5年六月-八月
元壽： 前2年—前1年

馬太福音2：1當希律王的時候，
耶穌生在猶太的伯利恆。有幾
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說： 2 「那生下來做猶太人之
王的在哪裡？我們在東方看見
他的星，特來拜他。」

Herod (74/73 BCE – 4 BCE),

also known as Herod the Great

漢書天文志

（漢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
七十餘日。傳曰：「彗所以除舊布新
也。…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
者，為其事大也。」… 
詔書改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 … 
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

【建平2年2月～公元前5年3/9--4/6】



• 預表（type)：以代表的事物來預先表達出有關基督及救恩的實體

（Anti-type)。

• 今天，我們要複習前幾次所講的那些貫徹於舊約有關神救恩計劃

的預表，並藉此來看神的信實與祂不變的救恩計劃。

• 舊約的預表 神不變的救恩計劃

• 神不變的救恩計劃 神的信實與神的義



What? 預表什麼？

約櫃的施恩座預表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

• 出埃及記25：17 猶太人最神聖的約櫃，裡面

是十誡的版塊，上面覆蓋著黃金的施恩座

ֶרת) ַהַכפ ֹּֽ ha-kappōreṯ, mercy seat, atonement covering，贖罪的遮蓋，

LXX翻譯為希臘文:“ἱλαστήριον，hilasterion”，出現 27次)

• 約櫃擺在聖殿的至聖所中:大祭司只有一年一次，在贖罪日可以進

入至聖所，將獻祭的牛血灑在約櫃的施恩座上，替百姓贖罪。

大祭司進入時，腳上要繫帶鈴鐺及繩索。



羅馬書3：25-26 挽回祭

• 神設立耶穌做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
(propitiation, ἱλαστήριον hilasterion)，

藉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

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

好在今時顯明祂的義，使人知道祂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 挽回祭（羅3：25）與施恩座（來9：5）是同一個希臘字
（hilasterion），在新約就只有出現這兩次。

• 在舊約，祭司長在贖罪日，將牛血灑在約櫃的施恩座上，替百姓贖罪。

• 在新約，耶穌將自己的血灑在施恩座上，替百姓贖罪。



Why? 為什麼挽回祭可以顯明神的義？

• 神曾與亞伯拉罕立約（定下合約）。

• 在亞伯拉罕時代，立約要有個很特殊的儀式。

他們的合約是用動物的血來立的。

• 立約時，將動物劈開為两半，相對數米隔開。

• 立約的雙方就從兩半的動物之間走過。

• 强者在前走，弱者在後走。

意味著“我若毁約，這些動物的結局就是我的結局。”

立約的人在劈成兩半的動物的血中走過

“義”就是信守所立之約。



耶和華要亞伯拉罕取些動物

• 創15：9 神說：“你為我取一隻三年的

母牛，一隻三年的母山羊，一隻三年的

公綿羊，一隻斑鳩，一隻雛鴿。”

10 亞伯蘭就取了這些來，每樣劈開分成

两半，一半對著一半地擺列，

只有鳥没有劈開。

• 耶和華没有直接告訴亞伯拉罕要這些動物幹什麼。

但是，亞伯拉罕很清楚的知道是要立約。就按照規定劈開。

準備與耶和華立約。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立約的過程

創世記15：17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爐 并
燒著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15：18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拉罕立約。

有人說，這是耶和華單方面的立約。
但是，也有解經家認為，冒烟的爐及燒著的火把是兩件東西。前者
代表聖父，也就是立約的强者，後者代表聖子，替亞伯拉罕立約。

聖子為什麼要走這趟呢？因為，他是代表亞伯拉罕(弱者）立约。
如果亞伯拉罕的後代無法履行這約，他就會按照立約的規定，
代替他們受死，接受違反這約的懲罰。

出13：21 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
出14：19 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神的使者，轉到他们後邊去，雲柱也從他們前邊轉到他們後邊立住。



• 亞伯拉罕雖然没有走過两半動物之間，但是，

他卻親手將這些動物劈開。表明願意與神立約。

• 神按照祂的應許，賜福给亞伯拉罕與他的子孫。

• 亞伯拉罕的子孫没有守約。犯罪，得罪神。

• 聖子按照所立的約，代所有的罪人受死。

• 聖子的代死【挽回祭，羅3：25】

• 一方面，履行了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也顯明了神的信實（神

的義）。使萬國都因祂得到神的祝福。

• 另一方面，挽回了上帝對罪的震怒，促成了人與神的和好。

立約後的發展



How? 基督無罪，如何能挽回神對罪的憤怒？

• 基督自己並沒有犯罪，

他的死怎麼可以可以成為挽回祭？

怎麼能平息父神對罪的震怒？

• 所有其他的人都是罪人。

有罪的人能平息神對罪惡的憤怒嗎？

• 人若不對付自己的罪，不能面對神。

• 怎麼辦？



特殊的獻祭儀式

神設立一個特殊的獻祭儀式。以無罪
（無殘疾）羊羔的血做為猶太人被赦免
的犧牲。

出12：4-7：“你們預備羊羔 …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

你們或從綿羊裡取，或從山羊裡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
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吃羊羔的房
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

羔羊的血為以色列人犧牲。以色列人因此免於被殺的命運。



利未記的代罪羔羊

• 利1：10 人的供物若以綿羊或山羊為燔祭，
就要獻上沒有殘疾的公羊。

• 利4：27-29 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華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麼事，誤犯了罪，所犯的罪
自己 知道了，就要為所犯的罪牽一隻
沒有殘疾的母山羊為供物，按手在贖罪祭牲的頭上，在那
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

• 原來沒有殘疾的羊，就成為代死的祭物。也就是基督代死的預表。
• 獻祭的按手儀式，將人的罪轉到獻祭的羊身上。



無瑕疵的羊預表基督耶穌

舊約獻祭的羊無瑕疵，卻承擔人的罪代死

林後5：21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裡面成為神的義。(和合本）

他叫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之义。（呂振中）

He made Him who knew no sin to be sin on our behalf, 

so that we might become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in Him.

彼前2：24 “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
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

神使那無罪
的替我們成
為罪

好叫我們在他裡
面成為神的義

神的義罪



以賽亞書53章的代罪受死與因信稱義的預言

以賽亞53章寫於主前700年，

是猶太人不敢去面對的預言。

• 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
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 11 有許多人因認識我的義僕得稱為義，
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 12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
的罪，又為罪犯代求。



基督履行立約的應許，顯明神的義

• 基督教傳福音。什麼是福音（好消息）？

• 按照神學詞典的定義：“福音就是神因

基督耶稣為被罪奴役的世人代死，

而使世人得到救贖的宣告”。

• 林前15：3“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

• 基督的信實，按照在舊約所記，與亞伯拉罕立的約，成為代罪的
羔羊。成為挽回祭。因此，可以遮蓋我們的罪，施恩給信他的人。

• 福音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舊約的預表與新約的應驗

•創世記：耶和華與亞伯拉罕立約
•出埃及記：逾越節羊羔及約櫃上的施恩座
•利未記：獻祭時無瑕疵的羔羊承受人的罪而代死
=》摩西怎麼可能知道一千多年後，

基督代死在十字架上？
新約的應驗：

•羅馬書的挽回祭
•希伯來書的獻祭與施恩座
•哥林多前書的“福音”
•哥林多後書與彼得前書的“代死與稱義”

• =》我們沒有看到舊約的立約與獻祭代死，怎麼能明白新約的教導？



挽回祭顯明神的義 福音

羅馬書3：25“神設立耶穌做挽回祭…要顯明神的義。”

羅馬書1：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
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神的義 == 神的信實 == 祂實踐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福音（好消息）

福音有兩部份：

• 神的部份就是因為祂信實守約，【本於信】

經由十字架，成就了祂應許亞伯拉罕的救恩。

• 我們的部份是相信。【以致於信】

“義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因信稱義”



• 一本小說好看，是因為它的編排緊湊嚴密，充滿伏筆，情節起伏，
扣人心弦，令人廢寢忘食。

• 金庸、瓊瑤的小說如此。瑯琊榜、甄環傳也都是如此。我們明知
是虛構的。但卻常常不忍釋手。

• 這些小說都出於一個作者。

• 耶和華的救恩計劃，出現在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以及許

多的先知書。有許多的作者，彼此沒有開過編輯會議。

• 經過一千多年，這些書上所寫的，居然都應驗了。

• 而你我在這個故事裡，居然還有小小的角色。

• 我不知道，我憑什麼有資格有份於神的救恩計劃。但是，我知道，
這麼好看、這麼情節緊扣的書，我一定要好好的多去了解。



怎能如此

1） 怎能如此，像我這樣罪人，也能蒙主寶血救贖？
因我罪過使祂受苦，因我罪過使祂受死；
奇異的愛！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奇異的愛！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2) 主竟拋棄，天上榮耀寶座，白白恩典何等無限！
捨去己身成全大愛，救贖可憐亞當後代！
恩典憐憫，何等無限，我主我神將我尋回。

奇異的愛！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為我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