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伦生平&比较永远大祭司

基督超越亚伦



亚伦的身份

 利未子孙，出生在埃及

 摩西的哥哥和代言人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
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
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
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
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出4：14-16）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
伦是替你说话的。......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
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出7：1-7）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

 神所拣选的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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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的领袖

 耶和华差遣摩西、亚伦一同面见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去敬拜
神，法老不听，神就藉他们降灾埃及，期间多次使用亚伦的杖行
神迹降灾祸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
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
这摩西、亚伦。（出6：26-27）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
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出7：10）

 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
（出7：20）

 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出8
：6）

 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
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出8：17）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夜间，法老召
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
依你们所说的，去事奉耶和华吧。” （出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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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扶持摩西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订，和以色列人争战。...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
争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
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
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
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
.....（出1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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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承接圣职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答，亚比户，
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出28：
1）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 给亚伦穿上内袍，
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得，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
弗得系在他身上， 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陵和土明放在胸牌内， 
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在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照
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利8：6-9）

 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 他牵了赎罪祭的公
牛来，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赎罪祭公牛的头上， 就宰了公牛... 
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
公羊... 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
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 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
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又带了亚伦的
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
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利8：14-24） 5



亚伦的祭司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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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职份被挑战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惟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来5：
4）

 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哪，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
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
面前替他们当差。......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
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民16：8-11）

 第二天，.......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
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忿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
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
瘟疫就止住了。（民16：41-48）

 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
一根，共有十二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 摩西就把杖存在法柜的帐幕
内，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
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 ...... 耶和华吩咐摩
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
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民1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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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犯罪——造金牛犊

 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
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
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
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
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作成。他们就说，以色列阿，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
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
守节。（出32：1-5）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作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
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
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
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
牛犊便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
敌中间被讥刺） ......（出32：21-25）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申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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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犯罪——毁谤摩西

 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
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
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耶和华在

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
就出来了。...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
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
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疯，有雪那样白。亚伦
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疯，就对摩西说，我主阿，求你
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民
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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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犯罪——不尊耶和华为圣
 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 摩西，亚伦

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
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
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
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 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

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
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 耶和
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
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
去。（民20：2-12）

 问题：为什么摩西击打磐石，结果亚伦一同受神责备、惩
戒，不能进迦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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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儿子犯罪

 亚伦的儿子拿答，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
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凡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
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
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
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
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利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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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离世

 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珥山上晓谕摩西、亚伦说，亚
伦要归到他列祖（原文作本民）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
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
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何珥山，把亚伦的圣衣脱
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
列祖。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
上了何珥山。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
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
了山。全会众，就是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便都
为亚伦哀哭了三十天。（民20：23-29）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四十年，五月初一日，祭司亚伦遵
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珥山，就死在那里。亚伦死在何珥山
的时候年一百二十三岁。（民33：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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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洁净

 洗濯：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
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
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作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
远的定例。（出30：19-21）

 穿圣衣：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
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作永远的定例。
（出28：43）

 赎罪：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角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
罪祭牲的血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出
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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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工作
 献祭：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
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能
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希5：1-3）
 五祭： （利1-7章）

 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

 赎罪日：
 每逢七月初十日，... 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
的圣衣，行赎罪之礼。 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
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 这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利16：29-3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
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
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利16：1-3）

 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
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
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
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
... 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直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
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利16：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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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的工作（续）
 传达神的话，起行、争战都跟随神的带领

 你要用银子作两枝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
...... 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
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利10：2-9）

 判断礼仪上洁净与否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上若长了疖子，或长了癣，或
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疯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
亚伦作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 祭司要察看......”（民13：1-3）

 将神的律法教导百姓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 ...... 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
净的，分别出来。 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
律例教训他们。（利10：8-11）

 为百姓祝福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
祝福，说，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
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民6：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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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超越亚伦
—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
 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
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
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来7：14-17）

 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
为祭司。（诗110：1-4）

 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
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决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
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来7：21-22）

 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
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
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来7：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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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超越亚伦
—圣洁无瑕疵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
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
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
的帮助。（来4：14-16）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
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
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
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
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
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来7：26-28）

17



基督超越亚伦
—在真帐幕作执事

 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
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这帐幕是主所
支的，不是人所支的。（来8：1-2）
（地上祭司）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
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
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来8：4-5）

凡祭司天天站着事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
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
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
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来10：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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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超越亚伦
—更美的祭物

 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
为两半。（路15：37-38）

 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
的路还未显明。......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
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
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
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
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
心。（原文作良心）除去你们的死行，使你们事奉那
永生神吗？（来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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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超越亚伦
—更美的应许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
（或作所以主指前约的缺欠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
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
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
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
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
子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愆。
（来8：6-12）
 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
和华。（利18：5）

 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
的，就必因此活着。（加3：11-12）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加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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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为大祭司的意义

 万国万邦因信耶稣称义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
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3：22-24）

 蒙恩信徒不再受罪辖制

 我小子们哪，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
基督。（约壹2：1）

 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
也替我们祈求。...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罗8：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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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为大祭司的意义（续）

 圣灵重生的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
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
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前2：
5）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应当
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
引诱（加6:1）

 因耶稣基督承受永恒产业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
天上的基业。（彼前1：3-4）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