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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献祭的目的和意义
•献祭的主要成分
•祭物（的要求）
•祭司（的条例）
•献祭（的过程）

•献祭的种类
•燔(fán)祭, 素祭, 平安祭, 赎罪祭, 赎愆(qiān)祭



燔祭（利未记第一章）
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
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3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
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
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5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
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6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
切成块子。 7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 8 亚伦子孙做祭司
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9 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
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做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10 “人的供物若
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 11 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
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 12 要把燔祭牲切成块子，连
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13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
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14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
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 15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
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流在坛的旁边。 16 又要把鸟的嗉子和脏物除掉，丢在
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 17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
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燔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一章，第六章8-13
•献祭的祭物：无残疾的（公牛、公綿羊、公山羊、斑
鳩、雏鸽）
•献祭的过程：按手，宰杀，洒血在祭坛周围，剥皮，
切块，洗脏腑于腿，把柴摆在火上，完全焚烧在祭坛
•献祭的目的：自愿的，甘心的，完全的奉献给神，蒙
神的悦纳，与神连结
•献祭的特点：献祭的火不能熄灭
•基督的预表：基督甘心的将自己当作祭物完全献上



燔祭（利未记第一章）
1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 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
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3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
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4 他要按手在燔祭牲
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 5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
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 6 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
切成块子。 7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 8 亚伦子孙做祭司
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9 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
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做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10 “人的供物若
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 11 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
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 12 要把燔祭牲切成块子，连
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13 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
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14 “人奉给耶和华的供
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 15 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
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流在坛的旁边。 16 又要把鸟的嗉子和脏物除掉，丢在
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 17 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
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燔祭

罗马书 第十二章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
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
是理所当然的。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旨意。



素祭（利未记第二章）
1“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2 带到亚伦
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3 素
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4 “若
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 5 若
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6 分成块子，浇上油。这是
素祭。 7 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 8 要把这些东西做的
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 9 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
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10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
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11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
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做火祭献给耶和华。 12 这些物要
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 13 凡献为素祭
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
盐而献。14 “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轧了
的新穗子，当做初熟之物的素祭； 15 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 16 
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轧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
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素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二章，第六章14-23
•献祭的祭物：細麵、細麵餅、新穗子。配料：油、乳
香、鹽
•献祭的过程：（如图）
•献祭的目的：自愿的，甘心的，过圣洁的分别为圣的
生活，讨神的喜悦
•献祭的特点：没有血，必须与其它祭一同献；都要配
盐而献；不可献酵献蜜；所献的东西归祭司享受
•基督的预表：基督完全无罪，没有瑕疵的品格



素祭
•献祭的过程：



素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二章，第六章14-23
•献祭的祭物：細麵、細麵餅、新穗子。配料：油、乳
香、鹽
•献祭的过程：（如图）
•献祭的目的：自愿的，甘心的，过圣洁的分别为圣的
生活，讨神的喜悦
•献祭的特点：没有血，必须与其它祭一同献；都要配
盐而献；不可献酵献蜜；所献的东西归祭司享受
•基督的预表：基督完全无罪，没有瑕疵的品格



素祭（利未记第二章）
1“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 2 带到亚伦
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
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3 素
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4 “若
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 5 若
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 6 分成块子，浇上油。这是
素祭。 7 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 8 要把这些东西做的
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 9 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
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10 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
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11 “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
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做火祭献给耶和华。 12 这些物要
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 13 凡献为素祭
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
盐而献。14 “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轧了
的新穗子，当做初熟之物的素祭； 15 并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 16 
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轧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
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



素祭

约翰福音 第十二章
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哥林多前书 第五章
 7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净，好使你们成
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
了。



平安祭（利未记第三章）
1 “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
耶和华面前。 2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门口。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
洒在坛的周围。 3 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
脂油， 4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一概取下。 5 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于耶和华
为馨香的火祭。6 “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
的，必用没有残疾的。 7 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8 并要按手在
供物的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9 从平安祭中，将火祭
献给耶和华，其中的脂油和整肥尾巴都要在靠近脊骨处取下，并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
上所有的脂油， 10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
腰子，一概取下。 11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12 “人的供物
若是山羊，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 13 要按手在山羊头上，宰于会幕前。亚伦的子孙要
把血洒在坛的周围。 15 又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16 祭司
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脂油都是耶和华的， 17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
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平安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三章，第七章11-34
•献祭的祭物：牛，绵羊，山羊的肾和脂油(公母皆可)
•献祭的过程：按手，宰杀，洒血在祭坛周围，焚烧油
脂与肾在祭坛上
•献祭的目的：自愿的，甘心的，还愿，感谢神
•献祭的特点： 唯一的神人共享的祭，神、祭司与献
祭者各有一份的祭； 举祭和摇祭；要用有酵饼；不
可吃脂油，不可吃血
•基督的预表：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



平安祭

歌罗西书 第一章
20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
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
了。



赎罪祭（利未记第四章）
1 耶和华对摩西说： 2 “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 3 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
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
罪祭。 4 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
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 5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 6 把
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 7 又要把
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
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脚那里。 8 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
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 9 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
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10 与平安祭公
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 11 公牛的皮和所
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 12 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
地——倒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



赎罪祭（利未记第四章）
13 “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 14 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
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 15 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
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 16 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
牛的血带到会幕， 17 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
七次， 18 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
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脚那里。 19 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
在坛上。 20 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
他们必蒙赦免。 21 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
是会众的赎罪祭。



赎罪祭（利未记第四章）
22 “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23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 24 按
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 25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
燔祭坛的脚那里。 26 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
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赎罪祭（利未记第四章）
27 “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 28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
供物， 29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 30 祭
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
坛的脚那里。 31 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
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
罪，他必蒙赦免。32 “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
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 33 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
地方宰了做赎罪祭。 34 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
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脚那里。 35 又要把所有的脂油
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
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



赎罪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四章，第六章24-30
•献祭的祭物：无残疾的公牛犊（祭司或全会众），无
残疾的公山羊（官长），母山羊或母 綿羊、斑鳩或
雏鴿、細麵粉 (个人)
•献祭的过程：（如图）
•献祭的目的：赎罪，求神赦免误犯的罪
•献祭的特点：不是馨香祭；不是自愿的，是必须献的；
•基督的预表：基督為人流血捨命，要赦去一切的罪



赎罪祭
•献祭的过程：（如图）



赎罪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四章，第六章24-30
•献祭的祭物：无残疾的公牛犊（祭司或全会众），无
残疾的公山羊（官长），母山羊或母 綿羊、斑鳩或
雏鴿、細麵粉 (个人)
•献祭的过程：（如图）
•献祭的目的：赎罪，求神赦免误犯的罪
•献祭的特点：不是馨香祭；不是自愿的，是必须献的；
原罪，笼统的罪（包括隐而未现的罪）
•基督的预表：基督為人流血捨命，要赦去一切的罪



赎罪祭
哥林多后书 第五章
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罗马书 第八章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3 律法既因肉
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4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
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希伯来书 第九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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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赎愆祭（利未记第五章）
1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
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2 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
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
就有了罪。 3 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
一知道了，就有了罪。 4 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
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
有了罪。 5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 6 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
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
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7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
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
赎愆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 8 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就要
先把那赎罪祭献上，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只是不可把鸟撕断； 9 也把
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剩下的血要流在坛的脚那里。这是赎罪祭。
 10 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至于他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
赦免。



赎愆祭（利未记第五章）
11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
就是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
是赎罪祭。 12 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
念，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 13 至于他在这几件
事中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剩下的面都归于祭司，和
素祭一样。” 14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15 “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
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
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 16 并且他因在
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祭司要用赎愆祭的公
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17 “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
的什么事，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 18 也要照你
所估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至
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 19 这是赎愆祭，因他
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



赎愆祭（利未记第六章）
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2 “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
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
 3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
了什么罪， 4 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
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 5 或是
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
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 6 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把赎愆祭牲，
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
愆祭。 7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
了罪，都必蒙赦免。”



赎愆祭
•主要经文：利未记第五章，第六章1-7
•献祭的祭物：公绵羊，也可按能力献上母羊，羊羔，
山羊，斑鸠或雏鸽
•献祭的过程：（同赎罪祭）
•献祭的目的：补偿亏欠以便赎罪
•献祭的特点：不是馨香祭；不是自愿的，是必须献的；
若献细面，不可加油或乳香；针对具体的罪（干犯圣
物，亏欠人）
•基督的预表：基督除去我们的罪愆



赎愆祭

约翰一书 第一章
 9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
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总结



概论

•献祭的目的和意义
•献祭的主要成分
•祭物（的要求）
•祭司（的条例）
•献祭（的过程）

•献祭的种类



总结
希伯来书 第七章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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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第十二章
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
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的。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
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