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神將我罪歸耶穌，神的聖潔羔羊；使神將我罪歸耶穌，神的聖潔羔羊；使祂祂替我受咒替我受咒

詛，將我全人釋放。神將我愆歸耶穌，神的無疵詛，將我全人釋放。神將我愆歸耶穌，神的無疵詛，將我全人釋放。神將我愆歸耶穌，神的無疵詛，將我全人釋放。神將我愆歸耶穌，神的無疵

羔羊；使羔羊；使祂祂替我受痛苦，將我罪債清償。替我受痛苦，將我罪債清償。

2.    2.    我的疾病歸耶穌，為我我的疾病歸耶穌，為我祂祂受鞭傷；我的軟弱受鞭傷；我的軟弱祂祂背背

負，我得醫治、健康。我的憂患歸耶穌，為我負，我得醫治、健康。我的憂患歸耶穌，為我祂祂負，我得醫治、健康。我的憂患歸耶穌，為我負，我得醫治、健康。我的憂患歸耶穌，為我祂祂

全擔當；我的愁苦全擔當；我的愁苦祂祂消除，我得平安、歡暢。消除，我得平安、歡暢。

3.    3.    我今安息於耶穌，我今安息於耶穌，祂祂是我的義皇；是我的義皇；祂祂死已使神滿死已使神滿

足，足，祂祂血洗我天良。我今所靠惟耶穌，血洗我天良。我今所靠惟耶穌，祂祂是我的是我的足，足，祂祂血洗我天良。我今所靠惟耶穌，血洗我天良。我今所靠惟耶穌，祂祂是我的是我的

力量；力量；祂祂活彰顯神豐富，活彰顯神豐富，祂祂生使我剛強。生使我剛強。

4.    4.    我將我心歸耶穌，惟願我將我心歸耶穌，惟願祂祂來為王，作我生命，為來為王，作我生命，為

我主，永遠居我心房。我願我能像耶穌，活出我主，永遠居我心房。我願我能像耶穌，活出祂祂我主，永遠居我心房。我願我能像耶穌，活出我主，永遠居我心房。我願我能像耶穌，活出祂祂

的模樣；在我態度和步武，永遠將的模樣；在我態度和步武，永遠將祂祂顯揚。顯揚。

十字架十字架 （二）（二）十字架十字架 （二）（二）

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



出埃及記的圖畫出埃及記的圖畫出埃及記的圖畫出埃及記的圖畫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為生活的需要，下到埃及去謀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為生活的需要，下到埃及去謀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為生活的需要，下到埃及去謀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因為生活的需要，下到埃及去謀

生；在那裡被迫作苦工，被法老轄制。生；在那裡被迫作苦工，被法老轄制。

 他們一面叫苦，一面也得到從世界來的供應與娛樂他們一面叫苦，一面也得到從世界來的供應與娛樂

 神差遣摩西，去跟法老談判，法老堅決不放人。神差遣摩西，去跟法老談判，法老堅決不放人。

 神藉著摩西行了十次神蹟，將以色列人拯救出來神藉著摩西行了十次神蹟，將以色列人拯救出來 神藉著摩西行了十次神蹟，將以色列人拯救出來神藉著摩西行了十次神蹟，將以色列人拯救出來

 最大的神蹟就是在一個晚上所有頭生的都要被殺最大的神蹟就是在一個晚上所有頭生的都要被殺

 但是只要藉著獻上一隻無瑕疵的羔羊就可得救。但是只要藉著獻上一隻無瑕疵的羔羊就可得救。

 這一天晚上被稱為這一天晚上被稱為『『逾越節逾越節』』PassoverPassover

兩類不同的殺兩類不同的殺兩類不同的殺兩類不同的殺
 埃及的王法老曾經下令，要將所有以色列的男嬰都埃及的王法老曾經下令，要將所有以色列的男嬰都

殺死（出殺死（出1:151:15 1616）。）。殺死（出殺死（出1:151:15--1616）。）。

 所有的男嬰表徵為著神定旨，有能力對付法老的。所有的男嬰表徵為著神定旨，有能力對付法老的。

 法老代表世界的王撒但。法老代表世界的王撒但。

 耶和華這樣說，約到半夜，我必出去，進到埃及境耶和華這樣說，約到半夜，我必出去，進到埃及境 耶和華這樣說，約到半夜，我必出去，進到埃及境耶和華這樣說，約到半夜，我必出去，進到埃及境

內。凡在埃及地頭生的，從坐寶座的法老直到推磨內。凡在埃及地頭生的，從坐寶座的法老直到推磨

的婢女所生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都必死。的婢女所生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都必死。的婢女所生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都必死。的婢女所生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都必死。

（出（出11:411:4--55））

 神的審判不分地位或人神的審判不分地位或人、、畜－畜－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羅羅2:11)2:11)



法老的殺法老的殺 神的審判神的審判法老的殺法老的殺 vs vs 神的審判神的審判
 法老的殺是要除滅人，不叫人能有機會認識神而與法老的殺是要除滅人，不叫人能有機會認識神而與

神合作，打敗撒但，完成神的記劃。神合作，打敗撒但，完成神的記劃。神合作，打敗撒但，完成神的記劃。神合作，打敗撒但，完成神的記劃。

 神的殺，是審判，因為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同樣的神的殺，是審判，因為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同樣的

犯罪。犯罪。

 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樣的犯罪。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樣的犯罪。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樣的犯罪。全世界的人都是同樣的犯罪。

 人的罪就是沒有活出神造人的原意。人的罪就是沒有活出神造人的原意。

人的罪，使得宇宙萬物也都落到神的審判之下。人的罪，使得宇宙萬物也都落到神的審判之下。 人的罪，使得宇宙萬物也都落到神的審判之下。人的罪，使得宇宙萬物也都落到神的審判之下。

 神早已經命定了審判，到了一定的時候，神要照著神早已經命定了審判，到了一定的時候，神要照著神早已經命定了審判，到了一定的時候，神要照著神早已經命定了審判，到了一定的時候，神要照著

祂祂的命定來施行審判。（徒的命定來施行審判。（徒17:3117:31））

人的一生人的一生人的一生人的一生
 以色列人為了謀生下到埃及，結果落在法老手中。以色列人為了謀生下到埃及，結果落在法老手中。

我們所有的世人都生在世界裡，也都落在世界的王我們所有的世人都生在世界裡，也都落在世界的王 我們所有的世人都生在世界裡，也都落在世界的王我們所有的世人都生在世界裡，也都落在世界的王

撒但手中。撒但手中。

 撒但利用世界的系統迷惑人的一生，人僅知道如何撒但利用世界的系統迷惑人的一生，人僅知道如何

為自己牟利，卻沒有機會來認識神。為自己牟利，卻沒有機會來認識神。為自己牟利，卻沒有機會來認識神。為自己牟利，卻沒有機會來認識神。

 如同孩子不認識父母，也不知自己為何來到這世上，如同孩子不認識父母，也不知自己為何來到這世上，

就如此糊里糊塗地過了一生。就如此糊里糊塗地過了一生。就如此糊里糊塗地過了一生。就如此糊里糊塗地過了一生。

 人乃是神照著自己的形像所造，有一個崇高的目的人乃是神照著自己的形像所造，有一個崇高的目的

活出神，彰顯神，並代表神掌權（創活出神，彰顯神，並代表神掌權（創1:261:26）。）。



我們如何活？我們如何活？我們如何活？我們如何活？
 我們自從出生以來，自己以為活得很精彩我們自從出生以來，自己以為活得很精彩

但聖經卻說：但聖經卻說：『『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那時，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那時， 但聖經卻說：但聖經卻說：『『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那時，你們原是死在過犯並罪之中，那時，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著這世界的世代，順著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著這世界的世代，順著……
那現今在悖逆之子裡面運行之靈的首領；那現今在悖逆之子裡面運行之靈的首領；

 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慾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慾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慾我們眾人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在我們肉體的私慾

裡，行事為人，行肉體和思念所意慾的，生來就是裡，行事為人，行肉體和思念所意慾的，生來就是

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弗（弗 2:12:1--33））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可怒的兒女，和其餘的人一樣。』』（弗（弗 2:12:1--33））

 哲學家嘆息：哲學家嘆息：『『我們無可選擇地得到生命，無可抗我們無可選擇地得到生命，無可抗

拒地失去生命，無可奈何地度過生命拒地失去生命，無可奈何地度過生命。。』』拒地失去生命，無可奈何地度過生命拒地失去生命，無可奈何地度過生命。。』』

一個血漏的婦人一個血漏的婦人一個血漏的婦人一個血漏的婦人

 當耶穌在地上時，行了許多神蹟，聲名遠播當耶穌在地上時，行了許多神蹟，聲名遠播

 有一個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看了許多醫生，受有一個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看了許多醫生，受

了許多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切，一點不見好，了許多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切，一點不見好，了許多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切，一點不見好，了許多苦，又花盡了她所有的一切，一點不見好，

反倒更重了。反倒更重了。((可可5:255:25--2626））

我們的年日和精力，就如同這血漏的女人，天天一我們的年日和精力，就如同這血漏的女人，天天一 我們的年日和精力，就如同這血漏的女人，天天一我們的年日和精力，就如同這血漏的女人，天天一

點一滴地漏掉。點一滴地漏掉。

 血漏是不潔的象徵（利血漏是不潔的象徵（利15:2515:25）也不能被醫治。）也不能被醫治。

每個人都患了血漏，都需要被醫治。每個人都患了血漏，都需要被醫治。 每個人都患了血漏，都需要被醫治。每個人都患了血漏，都需要被醫治。



 神在呼召摩西的時候，就對摩西說：神在呼召摩西的時候，就對摩西說：『『你要對法老你要對法老

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長子。。

我對你說過，讓我的兒子去，他好事奉我；你卻不我對你說過，讓我的兒子去，他好事奉我；你卻不我對你說過，讓我的兒子去，他好事奉我；你卻不我對你說過，讓我的兒子去，他好事奉我；你卻不

肯讓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兒子，你的肯讓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兒子，你的長子長子。。』』

((出出4 224 22 23)23)((出出4:224:22--23)23)

 神給了法老十次機會，但他卻硬著心不肯讓以色列神給了法老十次機會，但他卻硬著心不肯讓以色列

人離開，去事奉神。人離開，去事奉神。

 無所不知，並且是有主宰的神，早已經訂出了這個無所不知，並且是有主宰的神，早已經訂出了這個 無所不知，並且是有主宰的神，早已經訂出了這個無所不知，並且是有主宰的神，早已經訂出了這個

審判，這是最先訂出，卻是最後執行的一項。審判，這是最先訂出，卻是最後執行的一項。

 神一直給人機會神一直給人機會，並有憐憫，並有憐憫、、慈愛和信實慈愛和信實((出出34:6)34:6)

 但但『『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但但『『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按著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

((來來9:27)9:27)

為何要殺長子？為何要殺長子？為何要殺長子？為何要殺長子？

 為何神要殺長子？首生的？為何神要殺長子？首生的？

 在聖經中，在聖經中，FirstFirst--born born 代表所有在其後面所有的。代表所有在其後面所有的。

 亞當是第一人，他犯了罪，所有在他之後的都犯了亞當是第一人，他犯了罪，所有在他之後的都犯了 亞當是第一人，他犯了罪，所有在他之後的都犯了亞當是第一人，他犯了罪，所有在他之後的都犯了

同樣的罪。（羅同樣的罪。（羅5:125:12--1919））

 耶穌的人性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耶穌的人性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西西1:15)1:15)，，祂祂死在死在

十字架上，表徵所有的受造物都跟十字架上，表徵所有的受造物都跟祂祂一起死在那裡一起死在那裡十字架上，表徵所有的受造物都跟十字架上，表徵所有的受造物都跟 一起死在那裡一起死在那裡

 保羅說，保羅說，『『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加（加2:202:20））

 耶穌死的時候，耶穌死的時候，『『為樣樣嘗到死味為樣樣嘗到死味』』（來（來2:92:9））



 神有審判，但也事先宣告了一個救法：神有審判，但也事先宣告了一個救法：

 『『你們告訴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你們告訴以色列全會眾說，本月初十日，各人要按著父

家取羊羔，一家一隻。家取羊羔，一家一隻。……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或從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或從

綿羊裡取，或從山羊裡取，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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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

宰了。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喫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宰了。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喫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門框上，

和門楣上。和門楣上。和門楣上。和門楣上。

 當夜要喫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當夜要喫羊羔的肉；用火烤了，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

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 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因為那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

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又要向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牲畜，都擊殺了，又要向埃及

一切的神施行審判一切的神施行審判。。一切的神施行審判一切的神施行審判。。

 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

你們去你們去 』』（出（出12:312:3--1212））

逾越節的羔羊逾越節的羔羊
 逾越節時間：聖曆的正月（亞筆）十四日逾越節時間：聖曆的正月（亞筆）十四日

 於正月初十，各人按父家預備羊羔於正月初十，各人按父家預備羊羔 於正月初十，各人按父家預備羊羔於正月初十，各人按父家預備羊羔

 12:412:4『『你們預備你們預備它它（羊羔）（羊羔）』』

 12:512:5『『你們或從綿羊裡取你們或從綿羊裡取它它，或從山羊裡取，或從山羊裡取它它，，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2:612:6『『以色列全會眾把以色列全會眾把它它宰了。宰了。』』

 以色列有兩百萬人，至少需要二十萬頭羊，但在以色列有兩百萬人，至少需要二十萬頭羊，但在

神的眼中，只有那一隻神的眼中，只有那一隻『『神的羔羊神的羔羊』』。。神的眼中，只有那一隻神的眼中，只有那一隻『『神的羔羊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神的羔羊
 約約1:291:29 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約翰看見耶穌向他走來，就說，『『看哪，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

 以色列人每年都要殺逾越節的羔羊，但是一千以色列人每年都要殺逾越節的羔羊，但是一千以色列人每年都要殺逾越節的羔羊，但是一千以色列人每年都要殺逾越節的羔羊，但是一千

多年來，殺了這麼多隻羔羊，約翰突然提醒大多年來，殺了這麼多隻羔羊，約翰突然提醒大

家，這一位耶穌才是神的羔羊，有能力除去世家，這一位耶穌才是神的羔羊，有能力除去世家，這一位耶穌才是神的羔羊，有能力除去世家，這一位耶穌才是神的羔羊，有能力除去世

人的罪。人的罪。人的罪。人的罪。

 主耶穌就是這惟一的神的羔羊，命定要來除去主耶穌就是這惟一的神的羔羊，命定要來除去

所有的罪。所有的罪。

逾越節的羊羔逾越節的羊羔 基督的預表基督的預表11逾越節的羊羔逾越節的羊羔 基督的預表基督的預表11

預備羔羊：亞筆月十日選一隻沒有瑕疵的頭生羊預備羔羊：亞筆月十日選一隻沒有瑕疵的頭生羊 預備羔羊：亞筆月十日選一隻沒有瑕疵的頭生羊預備羔羊：亞筆月十日選一隻沒有瑕疵的頭生羊

羔，必須是無殘疾的一歲羊羔。羔，必須是無殘疾的一歲羊羔。

 這羊羔這羊羔『『要要留到留到十四日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十四日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

眾把羊羔（它）宰了眾把羊羔（它）宰了』』（出（出12 312 3 66）。）。眾把羊羔（它）宰了眾把羊羔（它）宰了』』（出（出12:312:3--66）。）。

 耶穌在逾越節前六日先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受耶穌在逾越節前六日先騎著驢駒進耶路撒冷，受

群眾的歡迎；但群眾的歡迎；但祂祂夜裡來到伯大尼，被馬利亞用夜裡來到伯大尼，被馬利亞用

香膏所膏（約香膏所膏（約12:112:1--88，太，太11:111:1--1111）。）。香膏所膏（約香膏所膏（約12:112:1--88，太，太11:111:1--1111）。）。

 第二天，耶穌咒詛無花果樹，趕出作買賣的人，第二天，耶穌咒詛無花果樹，趕出作買賣的人，

潔淨聖殿（可潔淨聖殿（可11:1211:12--17)17)。。



逾越節的羊羔逾越節的羊羔 基督的預表基督的預表22逾越節的羊羔逾越節的羊羔 基督的預表基督的預表22

第三天開始，耶穌受到各種的試驗與察驗：第三天開始，耶穌受到各種的試驗與察驗： 第三天開始，耶穌受到各種的試驗與察驗：第三天開始，耶穌受到各種的試驗與察驗：

 祭司長祭司長、、經學家和長老關於權柄的問題經學家和長老關於權柄的問題祭司長祭司長 經學家和長老關於權柄的問題經學家和長老關於權柄的問題

 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納稅給該撒的問題法利賽人和希律黨人的納稅給該撒的問題

 撒都該人關於復活的問題撒都該人關於復活的問題

 經學家關於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的問題經學家關於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的問題 經學家關於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的問題經學家關於誡命中哪一條是第一的問題

 耶穌問了一個問中之問：關於基督是大衛子孫，耶穌問了一個問中之問：關於基督是大衛子孫，

卻又是大衛的主的問題，籠住眾人的口。卻又是大衛的主的問題，籠住眾人的口。

 於是再沒有人敢問於是再沒有人敢問祂祂什麼了。什麼了。((可可11:2711:27 12:37)12:37) 於是再沒有人敢問於是再沒有人敢問祂祂什麼了。什麼了。((可可11:2711:27--12:37)12:37)

 後來，耶穌被門徒猶大出賣，被帶到祭司長，長後來，耶穌被門徒猶大出賣，被帶到祭司長，長

老和經學家面前，沒有人能指出老和經學家面前，沒有人能指出祂祂的錯。的錯。

 大祭司問說，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大祭司問說，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 大祭司問說，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大祭司問說，你是神的兒子基督不是？

 耶穌對他說，耶穌對他說，你說的對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你說的對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

那大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而來。那大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而來。

 大祭司就指責耶穌說了僭妄的話，眾人說大祭司就指責耶穌說了僭妄的話，眾人說祂祂是該是該 大祭司就指責耶穌說了僭妄的話，眾人說大祭司就指責耶穌說了僭妄的話，眾人說祂祂是該是該

死的。但他們沒有權力殺人，就死的。但他們沒有權力殺人，就

 把耶穌帶到羅馬總督彼拉多那裡去審問。把耶穌帶到羅馬總督彼拉多那裡去審問。

 之後，彼拉多說：我查不出之後，彼拉多說：我查不出祂祂有什麼該定罪的。有什麼該定罪的。 之後，彼拉多說：我查不出之後，彼拉多說：我查不出祂祂有什麼該定罪的。有什麼該定罪的。

 彼拉多將耶穌和一個囚犯巴拉巴帶到眾人面前，彼拉多將耶穌和一個囚犯巴拉巴帶到眾人面前，

問說要釋放哪一個？問說要釋放哪一個？眾人說：釘耶穌十字架！眾人說：釘耶穌十字架！



逾越節的羊羔逾越節的羊羔 基督的預表基督的預表33逾越節的羊羔逾越節的羊羔 基督的預表基督的預表33

到了宰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耶穌和門徒一同吃到了宰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耶穌和門徒一同吃 到了宰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耶穌和門徒一同吃到了宰逾越節羊羔的那一天，耶穌和門徒一同吃

筵席。（路筵席。（路22:722:7--1313））

 『『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遞給他們，說，

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要如此行，為

的是記念我。的是記念我。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血所立

的新約，這血是為你們流出來的。的新約，這血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路22:1922:19--22)22)的新約，這血是為你們流出來的。的新約，這血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路22:1922:19--22)22)

 祂祂的身體要在十字架上裂開，流出的身體要在十字架上裂開，流出血，立定新約血，立定新約

 藉著耶穌的血，神的審判就要越過接受血的人。藉著耶穌的血，神的審判就要越過接受血的人。

血的價值血的價值血的價值血的價值

 『『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已經把血賜給你們，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已經把血賜給你們，

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遮罪；因血裡有生命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遮罪；因血裡有生命』』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遮罪；因血裡有生命可以在壇上為你們的生命遮罪；因血裡有生命』』

（利（利17:1117:11）。）。

『『沒有流血，就沒有赦罪沒有流血，就沒有赦罪。。』』（來（來9 229 22）） 『『沒有流血，就沒有赦罪沒有流血，就沒有赦罪。。』』（來（來9:229:22））

 『『你們得贖，脫離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你們得贖，脫離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你們得贖，脫離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你們得贖，脫離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生活，

不是用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用不是用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用基督的寶血基督的寶血，如，如

同同無瑕疵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同同無瑕疵無瑕疵 無玷污的羔羊之血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基督在創世以前，就預先在創世以前，就預先被神知道，卻在諸時期被神知道，卻在諸時期

的末後，才為你們顯現出來；的末後，才為你們顯現出來；』』（彼前（彼前1 181 18 2020））的末後，才為你們顯現出來；的末後，才為你們顯現出來；』』（彼前（彼前1:181:18--2020））



如何抹血？如何抹血？如何抹血？如何抹血？
 神要在半夜來（出神要在半夜來（出11:411:4），我們以為晚上燈光暗，），我們以為晚上燈光暗， 神要在半夜來（出神要在半夜來（出11:411:4），我們以為晚上燈光暗，），我們以為晚上燈光暗，

神看不清楚。最好拿一個大掃把抹血作標誌，大的神看不清楚。最好拿一個大掃把抹血作標誌，大的

標誌，神一定看得清楚，不會有誤殺的可能。標誌，神一定看得清楚，不會有誤殺的可能。標誌，神一定看得清楚，不會有誤殺的可能。標誌，神一定看得清楚，不會有誤殺的可能。

 但神卻吩咐：但神卻吩咐：『『各家要取一點血各家要取一點血』』、、『『拿一把牛膝拿一把牛膝

草，蘸盆裡的血，打一些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草，蘸盆裡的血，打一些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草，蘸盆裡的血，打一些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草，蘸盆裡的血，打一些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

上。上。……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祂祂看見血在門楣看見血在門楣

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許滅命的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許滅命的

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出（出12:7, 2212:7, 22--2323））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出（出 ,, ））

 牛膝草是最小的草，長在石頭縫中的。牛膝草是最小的草，長在石頭縫中的。

我們的信心用不著很大，僅要聽從神的救法，用一我們的信心用不著很大，僅要聽從神的救法，用一 我們的信心用不著很大，僅要聽從神的救法，用一我們的信心用不著很大，僅要聽從神的救法，用一

點點的信心來取用，就有功效。點點的信心來取用，就有功效。

逾越節的羊羔預表基督逾越節的羊羔預表基督逾越節的羊羔預表基督逾越節的羊羔預表基督

 沒有殘疾，表徵基督的完全，沒有罪沒有殘疾，表徵基督的完全，沒有罪

 一歲的公羊羔，表徵基督的新鮮一歲的公羊羔，表徵基督的新鮮 一歲的公羊羔，表徵基督的新鮮一歲的公羊羔，表徵基督的新鮮

 血塗在門框上和門楣上，應付神公義的要求血塗在門框上和門楣上，應付神公義的要求血塗在門框上和門楣上，應付神公義的要求血塗在門框上和門楣上，應付神公義的要求

 神所有的公義要求都藉著這羔羊的血得了滿足，神所有的公義要求都藉著這羔羊的血得了滿足，

不再對人有要求不再對人有要求 完全的赦免。完全的赦免。不再對人有要求不再對人有要求－－完全的赦免。完全的赦免。

 門上抹了羔羊血的人，還要在屋內吃羊羔的肉，門上抹了羔羊血的人，還要在屋內吃羊羔的肉， 門上抹了羔羊血的人，還要在屋內吃羊羔的肉，門上抹了羔羊血的人，還要在屋內吃羊羔的肉，

接受基督作為生命的供應，好在當晚就離開埃及，接受基督作為生命的供應，好在當晚就離開埃及，

前去神所要帶領他們去的美地。前去神所要帶領他們去的美地。



十字架上的寶血十字架上的寶血十字架上的寶血十字架上的寶血
 彼前彼前1:181:18--1919 我們得贖我們得贖……不是用能壞的金銀，不是用能壞的金銀，

乃是用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乃是用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乃是用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乃是用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

之血。之血。

來來 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 來來10:19  10:19  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

所所（親近神）（親近神）。。

 約壹約壹1:7, 91:7, 9 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我們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

彼此有交通，彼此有交通，祂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彼此有交通，彼此有交通，祂祂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

的罪。的罪。……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們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們

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患血漏的女人患血漏的女人 可可5:255:25 3434患血漏的女人患血漏的女人 可可5:255:25--3434
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群眾後面來摸耶穌的衣服。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群眾後面來摸耶穌的衣服。 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群眾後面來摸耶穌的衣服。她聽見耶穌的事，就從群眾後面來摸耶穌的衣服。
因為她說，我只要摸著因為她說，我只要摸著祂祂的衣服，就必得拯救。的衣服，就必得拯救。
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於是她血漏的源頭立刻乾了，她便覺得身上的災
病得了醫治。病得了醫治。

 耶穌裡面頓覺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群眾耶穌裡面頓覺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群眾 耶穌裡面頓覺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群眾耶穌裡面頓覺有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就在群眾
當中轉過身來，說，誰摸我的衣服？當中轉過身來，說，誰摸我的衣服？

 門徒對門徒對祂祂說，你看群眾說，你看群眾擁擠擁擠你，還說誰你，還說誰摸摸我麼？我麼？ 門徒對門徒對祂祂說，你看群眾說，你看群眾擁擠擁擠你，還說誰你，還說誰摸摸我麼？我麼？

 耶穌周圍觀看，要見作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耶穌周圍觀看，要見作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
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在自己身上所發生的事，就恐懼戰兢，來俯伏在
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耶穌跟前，將實情全告訴祂祂。。

 耶穌對她說，耶穌對她說，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罷！，平平安安的去罷！ 耶穌對她說，耶穌對她說，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罷！，平平安安的去罷！
你的災病痊愈了。你的災病痊愈了。



簡單的信心簡單的信心簡單的信心簡單的信心
 神要審判，卻已經宣告得拯救的方法神要審判，卻已經宣告得拯救的方法 神要審判，卻已經宣告得拯救的方法神要審判，卻已經宣告得拯救的方法

 就是藉著逾越節羔羊的血就是藉著逾越節羔羊的血

 不僅叫神的審判越過信的人，還可叫人得不僅叫神的審判越過信的人，還可叫人得
著神聖生命，為著神的旨意活：與神同活著神聖生命，為著神的旨意活：與神同活著神聖生命，為著神的旨意活：與神同活著神聖生命，為著神的旨意活：與神同活

 這不需且不是憑著人任何的作法或功績這不需且不是憑著人任何的作法或功績

 乃是乃是

11 聽見聽見1.1. 聽見聽見

2.2. 相信相信

3.3. 接受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