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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祭

利未記 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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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主獻上？

11 「人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條例乃是這樣： 12 他若為感謝獻上，就要用調
油的無酵餅和抹油的無酵薄餅，並用油調勻細麵做的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
13 要用有酵的餅和為感謝獻的平安祭，與供物一同獻上。 14 從各樣的供物
中，他要把一個餅獻給耶和華為舉祭，是要歸給灑平安祭牲血的祭司。 15

「為感謝獻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獻的日子吃，一點不可留到早晨。 16 若所

獻的是為還願，或是甘心獻的，必在獻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
吃。 17 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燒。 18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

的肉，這祭必不蒙悅納，人所獻的也不算為祭，反為可憎嫌的，吃這祭肉的，
就必擔當他的罪孽。 19 「挨了汙穢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燒。至於平
安祭的肉，凡潔淨的人都要吃。 20 只是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潔
淨而吃了，這人必從民中剪除。 21 有人摸了什麼不潔淨的物，或是人的不

潔淨，或是不潔淨的牲畜，或是不潔可憎之物，吃了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
這人必從民中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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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所賜下

11 「人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條例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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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祈求平安？

11 「人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條例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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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祈求平安？

3:1 人獻供物為平安祭（「平安」或作「酬
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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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恩典

3:1 人獻供物為平安祭（「平安」或作「酬
恩」，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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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恩典

12 他若為感謝獻上，就要用調油的無酵餅

和抹油的無酵薄餅，並用油調勻細麵做的
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 13 要用有酵的餅
和為感謝獻的平安祭，與供物一同獻上。
14 從各樣的供物中，他要把一個餅獻給耶

和華為舉祭，是要歸給灑平安祭牲血的祭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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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感謝恩典

15 「為感謝獻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獻的日
子吃，一點不可留到早晨。 16 若所獻的是

為還願，或是甘心獻的，必在獻祭的日子
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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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別為聖？

15 「為感謝獻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獻的日子吃，
一點不可留到早晨。 16 若所獻的是為還願，或是
甘心獻的，必在獻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
可以吃。 17 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
燒。 18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這祭必不蒙悅
納，人所獻的也不算為祭，反為可憎嫌的，吃這祭
肉的，就必擔當他的罪孽。 19 挨了汙穢物的肉就
不可吃，要用火焚燒。至於平安祭的肉，凡潔淨的
人都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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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別為聖？

3:1 「人獻供物為平安祭，若是從牛群中獻，無論
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沒有殘疾的獻在耶和華面前。
2 他要按手在供物的頭上，宰於會幕門口。亞倫子
孫做祭司的，要把血灑在壇的周圍。 3 從平安祭中，
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也要把蓋臟的脂油和臟上所有
的脂油， 4 並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
兩旁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5

亞倫的子孫要把這些燒在壇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
柴上，是獻於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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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享神聖

15 「為感謝獻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獻的日子吃，一點不可留
到早晨。 16 若所獻的是為還願，或是甘心獻的，必在獻祭
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17 但所剩下的祭肉，
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燒。 18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這祭
必不蒙悅納，人所獻的也不算為祭，反為可憎嫌的，吃這祭
肉的，就必擔當他的罪孽。 19 「挨了汙穢物的肉就不可吃，
要用火焚燒。至於平安祭的肉，凡潔淨的人都要吃。 20 只
是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潔淨而吃了，這人必從民
中剪除。 21 有人摸了什麼不潔淨的物，或是人的不潔淨，
或是不潔淨的牲畜，或是不潔可憎之物，吃了獻於耶和華平
安祭的肉，這人必從民中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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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獻給神？

11 「人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條例乃是這
樣： …… 20 只是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
人若不潔淨而吃了，這人必從民中剪除。
21 有人摸了什麼不潔淨的物，或是人的不

潔淨，或是不潔淨的牲畜，或是不潔可憎
之物，吃了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這人
必從民中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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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人分享

12 他若為感謝獻上，就要用調油的無酵餅和抹油的無酵薄餅，
並用油調勻細麵做的餅，與感謝祭一同獻上。 13 要用有酵
的餅和為感謝獻的平安祭，與供物一同獻上。 14 從各樣的
供物中，他要把一個餅獻給耶和華為舉祭，是要歸給灑平安
祭牲血的祭司。 15 「為感謝獻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獻的日
子吃，一點不可留到早晨。 16 若所獻的是為還願，或是甘
心獻的，必在獻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17

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燒。 18 第三天若吃了
平安祭的肉，這祭必不蒙悅納，人所獻的也不算為祭，反為
可憎嫌的，吃這祭肉的，就必擔當他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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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律法要求？

11 「人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條例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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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律法要求？

18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這祭必不蒙悅納，
人所獻的也不算為祭，反為可憎嫌的，吃這祭肉的，
就必擔當他的罪孽。 19 「挨了汙穢物的肉就不可
吃，要用火焚燒。至於平安祭的肉，凡潔淨的人都
要吃。 20 只是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潔
淨而吃了，這人必從民中剪除。 21 有人摸了什麼
不潔淨的物，或是人的不潔淨，或是不潔淨的牲畜，
或是不潔可憎之物，吃了獻於耶和華平安祭的肉，
這人必從民中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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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喜樂慶賀

申12:5 但耶和華你們的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
處為立他名的居所，你們就當往那裡去求問， 6 將
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
並還願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的，都奉
到那裡。 7 在那裡，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你們和
你們的家屬都可以吃，並且因你手所辦的一切事蒙
耶和華你的神賜福，就都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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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喜樂慶賀

申12:10 但你們過了約旦河，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
神使你們承受為業之地，又使你們太平，不被四圍
的一切仇敵擾亂，安然居住， 11 那時要將我所吩
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
祭，並向耶和華許願獻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華
你們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 12 你們和兒女、
僕婢，並住在你們城裡無份無業的利未人，都要在
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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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喜樂慶賀

申12:15 「然而，在你各城裡都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
福分，隨心所欲宰牲吃肉。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與鹿一般。 16 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
同倒水一樣。 17 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
群、羊群中頭生的，或是你許願獻的、甘心獻的，或是手中
的舉祭，都不可在你城裡吃； 18 但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
吃，在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你和兒女、僕婢，並住
在你城裡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辦的在耶和華
你神面前歡樂。 19 你要謹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丟棄
利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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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喜樂慶賀

申12:15 「然而，在你各城裡都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
福分，隨心所欲宰牲吃肉。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與鹿一般。 16 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
同倒水一樣。 17 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
群、羊群中頭生的，或是你許願獻的、甘心獻的，或是手中
的舉祭，都不可在你城裡吃； 18 但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
吃，在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你和兒女、僕婢，並住
在你城裡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辦的在耶和華
你神面前歡樂。 19 你要謹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丟棄
利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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