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瑟五书



简介

《肋未纪》延续了《出谷纪》的
故事，描述以色列人蒙天主拯救
出离埃及后的第十三个月间发生
的事情 (出 40:17; 户 1:1)。

这段故事以圣洁为主题

圣与不洁是相互排斥的



主要诫命是：“你们应该是圣的
，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
圣的”（肋 19：2）。

本书包含天主的训诫(占90％)；

只有两个部分描述事件：

1. 司祭的祝圣，纳达布和阿彼胡
的罪(肋 8:1-10:20)；

2. 一个咒骂天主的人(肋 24:10-
23)。



梅瑟继续担任天主与以色列
人之间的中保。

该书强调了大多数以色
列人与天主选为司祭的
少数人之间的区别



(肋 8-9)-司祭的祝圣

1. 他们由以色列人中蒙选(8:6)，被祝圣为司祭。

2. 司祭们是要在帐幕入口停留七天(8:31-36)，象征
他们与百姓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的圣洁身份。

3 (9:1-24). 在第八天，借着举行一个仪式，他们回
归团体(9：1-24)。



(肋 9:24)-上主接受司祭们
所献的祭物——“火吞噬了
祭物”(比较列上 18:38)。

人民属于以下两类之一：
洁净的或不洁的。

任何被认为不洁的人都必
须经过取洁过程，才能完
全参与百姓的宗教生活。



圣的，洁净
的和不洁的

分为三类：

1. 圣的

2. 洁净的

3. 不洁的



在帐幕庭院的中心
——是一个圣所。

其余的营地——
洁净的地方；

营外的任何地方—
—不洁的



人民

1. 司祭们 –被认为是
圣的 –与帐幕联系在
一起；

2. 以色列人 –洁净的
–和营地联系在一起

3. 外方人 –不洁的-
住在营地外(见宗
10:9-16)。



司祭们

圣的

洁净的

以色列人

外方人

营地

营地外 不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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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祭被认为比其他司祭还要圣洁，因此
享有某些特权（只有他可以进入至圣所）
，但在婚姻，取洁和哀悼方面也有更严格
的规定。

一小部分司祭是身体有某些缺陷的人。

他们不得献祭，但可以吃分配给司祭们的
祭物

见(肋 21:1-4; 10:1-7)



接下来，是肋未人
。他们不能献祭，
他们协助司祭履行
职责(户4:1-49)。

与其他人相比，纳
齐尔人更圣洁(户

6:1-21)。



联系

至圣所 -仅大司祭

圣所 –仅司祭们；

庭院-仅以色列人

见(户 4:18-20) –有的人甚至
不能观看圣物

(肋 16:12-13) –焚烧乳香升腾
的烟雾，为保护（亚郎）？



每周安息日

每年的赎罪节(肋 23:3,28)；

朝圣节日：（1）无酵节、五旬节（七七节
）和帐棚节。

禁止工作，标记着神圣



总结

《肋未纪》设想了一
个世界，在此世界中
：

人民、地方、物体，
甚至时间段

有着不同的圣洁程度
。



不同程度的
不洁

1. 不洁的强弱程度
取决于他与其他不
洁的物体或人接触
的情况(肋 15:24)。

2. 通过对圣所的污
染方式反映出不同
程度的不洁



故意犯下的罪，污染了至圣所的约柜(
肋 16:16)；

大司祭或百姓无意中犯下的罪，污染圣
所的香坛(肋 4:2-21; 特别是7,18节)；

小罪或不洁污染庭院里的祭坛(肋 4: 
22-35; 特别是25,34节）。



3. 有可以取洁的
不洁，和不能取
洁的不洁。

(肋 12-15) –可
以取洁的-各种
皮肤疾病和各种
身体排泄物。



无法取洁的不洁（罪恶）：

性犯罪(肋 18:20, 23-25, 27-30);

敬拜邪神(肋 20:2-5);

谋杀(户 35:16-21, 31)

亵渎圣（物） (肋 7:19-21; 22:3,9)。

只有把不洁之人处死才能消除罪恶所造成的污染。



取洁过程

1. 时间的流逝(肋 11:39; 
户 19:11; 肋 12:2-5);

2. 洗涤和/或清洗 (肋
11:24-25、27-28）。

无法清洗的物品由以下
方式处理：

埋葬，焚烧或其他方法



1. 天主是圣的，祂是圣的至高体现。我们
要成为圣的，就是要相似天主

2. 圣来自天主；祂是圣的唯一来源。只
有祂能赋予其他物体、地方或人神圣。奉
献给天主或归于天主的一切都应是圣的。



3. 神圣描述着天主性的道德完美和纯
洁。

(肋 19:2) –以色列百姓的行为举止应
该反映出天主的完美本性。

4. 圣化——某人或某物成圣的过程。
这是天主行动的结果。天主使人成圣(
肋 20:8; 21:8,15,23; 22:9,16,32)。



§但是，那些被天主圣化的人，
应保持自己的圣洁，不能做任
何有损其特殊身份的事情(肋
11:44)。

§被天主圣化的所有东西，以色
列人也应保持其圣洁 –例如安
息日(出20:8-11)。



§成为圣洁就是成为无瑕的。

§因此，司祭和祭牲必须是无瑕
疵的。

§不允许其出现身体缺陷(肋
21:17-23; 1:3)。



圣洁与完美的道德行为有关(肋
20:7;  22:32-33)。

要成为圣洁的，就是要活出天主
的完美道德；这是一种以爱、
纯洁和公义为特征的生活——
完美行为的三个最重要的标志；

见《肋未纪》第19章



不洁是圣（洁）的反面。

不洁的根源：

1. 人类的自然结果——所有这些皮肤疾病和身体排
泄物的背后，隐约可见的是死亡。

成为人类注定要死亡。



§2. 罪恶 –人类违背天主命令的
行为。





它们是完全不兼容的。

两者都可以将其本性传递给其他人或事物
。

任何洁净的人或事物总是在圣洁之力与不
洁之力之间挣扎。

因此，一个个体的身份可以改变，因此以
色列人需要自我保护，免得变为不洁。



和新约的联
系

不洁是心灵或思想的
问题

(谷 7:20-23; 玛
15:17-20)

(玛 23:23-28; 路
11:37-41)

(玛 5:20, 48)



不洁源自邪恶和不
道德

(罗 1:24; 6:19; 格
后 12:21; 弗 4:19; 
5:3,5)

(得前 4:7) –我们
蒙召成圣(格前 1:2; 
弟前 2:8)



天主净化不洁的人 (宗
15:9). 

(若一1:7) -基督的血净化
（我们的罪过） (若15: 3; 
铎 2:14; 希 1:3; 若一1:9)

但是，我们也被劝告要洁
净自己(格后 7:1；雅 4:8)
。



圣的观念——每
个基督徒的追求

(伯前 1:15-16); 引
自《肋未纪》;

(希 12:14) –没有
圣德，谁也见不到
天主。



圣神的工作使我们成圣(得后
2:13；罗15:16）

(格前 6:19) –我们的身体是
圣神的宫殿，圣神的同在使
我们成圣。

(希 2:11; 宗 26:18; 格前 1：
2)

(希 10:10, 格前 1:22 )



耶稣通过根治不洁的人，显示了其
具有使我们成圣的能力。

治愈癞病人(谷 1:40-44);

治好患血漏的妇人(谷 5:24-34) 

复活雅依洛的女儿(古 5:35-43) -死
亡是不洁的首要来源。



耶稣的门徒们
认出祂的天主
性（若 6:69）

不洁邪灵（们
）也认出耶稣
是天主的圣者
（谷 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