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度

讀經計劃

出埃及記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出 6:7)

本月會和大家慢讀出埃及記第十九至廿四章，內容圍繞上帝的立約，記載上帝在西乃山
向以色列百姓顯現、與他們立約，並賜下十誡及各種律例、典章。祂施恩拯救，願意以
色列百姓遵約而行，作聖潔的選民。
───────────────────────────────────────────────────────────────────────────
第一週 (8 月 1 日至 8 月 7 日) : 第十九章 3-25 節
釋經節錄:
19:5

上帝與以色列百姓立約是為了讓以色列百姓知道:
1. 上帝一直施恩予以色列百姓
2. 上帝所頒佈的律法不是能使以色列百姓得救的方法，卻是叫已蒙救贖的以色列
百姓，因順服上帝，而成為聖潔的子民。

19:6

這是聖經首次提到神在人類社會中建立國度，百姓要尊祂為王，且要分別出來成為
聖潔的國民。

19:8

「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這是經文節省篇幅，不作
重複的敘述方式。而實際上是摩西召了民間的長老，將一切的話和一切的規定，向
他們講說。長老就轉述給百姓，再由長老轉述百姓的回應給摩西。最後摩西就把百
姓的話告知耶和華。

19:10

「洗衣服」是外在潔淨的表徵，神要求的是人裡頭的自潔。

19:15

因為要朝見神，領受律法，所以必須自潔成聖兩天。在這兩天內不可親近女人（15
節，參利二十 7）。這種朝見神時要自潔和更換衣裳的習慣，並不是頒布律法以後
才有，而是在未頒布律法以前就已經存在（參創三十五 2）。

19:22

這裡和 24 節都提到「祭司」，可是本書要到 29 章才有設立祭司職務的記載。所以
這裡只是把將要用在祭司身上的規例預先說明出來。「親近我的祭司」是指主持獻
祭的人（參四十 32）。
“祭司”。由於亞倫家系的祭司職任仍未設立（二八 1），所以這些祭司可能是長
老（三 16）或某些少年人（二四 5）。
「又叫親近我的祭司自潔」
：這條命令似乎表明祭司們沒有覺察自己是第 10 節吩咐
的對象，因此沒有遵守。所以現在的命令特別針對他們。職務的聖潔不一定意味著
擔任這個職務的人也是聖潔的。正如聖經所經常顯示的，神的傳道人沒有任何對罪
的豁免權，。本節和出廿四 5 表明，在祭司制度建立以前，就已經有人被任命擔任
祭司的工作。

思考問題：
1. 以色列百姓經常破壞他們與神的誓約，我們也和他們一樣嗎？我們重視與神的約定
嗎？
2. 神是聖潔的，祂也要求祂的子民是聖潔的，你認為我們如何可以保持自潔？我們又會
否像祭司般聽不到神的吩咐，還以為事不關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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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8 月 8 日至 8 月 14 日)：第二十章 1-17 節
20:1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指本章所記載一切有關十誡的話，都是出於神的，亦即神藉
摩西降下律法給神的子民，要他們遵守，其主要用意有三：
1. 表明神的公義
2. 顯明人的敗壞，不可能完全遵守
3. 指引人投靠救主耶穌基督，惟有祂能滿足神公義的要求(參加三 24)。

20:3

這條誡命的內涵，是承認有他神的存在，但你不可敬拜他。這也是原文「除了我以
外」之含意所申明了的。
「除了我以外」是一個複合字 `al-pa{na{y。這種的併合字在
聖經其他地方使用時，是含有「敵對」
（創十六 12 的現代中文譯本之譯法）或「以
上」
（申廿一 16）的意思。故此，依這些字義來翻譯的話，就成為「你不可有其他
的神在我以上」，或「你不可有其他的神來敵對我」。因為主神是「忌邪的」神（5
節），直譯是「嫉妒的」神。這條誡命雖然沒有後來的「惟一神說」的意思，卻有
「交替神論」和「敬拜惟一神論」的含義。

20:4

「偶像」是指鑄造（出三十四 17）
、雕刻（利廿六 1）
、模塑而成的，無論是泥塑、
木刻、石雕，或是金銀銅鐵鑄造的形像，都稱為偶像。
「形像」這字雖然也指偶像，含義卻稍寬。可以包含寫、畫的神像，以及一切不是
人手所造，卻有象形的物件，或用作象徵的東西。
神是個靈，不能用任何形像來表現祂。神是那充塞宇宙的道，運行於人類歷史中，
祂掌理萬有，不受人的制限，更不為人所用。凡自製神像、雕刻菩薩，或用任何形
式來代表神加以膜拜，都是罪，包括今天把金錢、性欲、知識等等奉之若神明的行
為在內。

20:5

耶和華不能容忍人對祂的不忠實，祂要求人的全愛與十足的忠信。神與人立約的關
係有同婚約，要求對方完全的奉獻（三十四 14；申四 24；林前十 22 等），敵對祂
的必加刑罰（申二十九 20；詩七十九 5；賽四十二 13 等）
，同時也保護與祂立約之
人的權益（賽九 7；二十六 11；亞一 14；八 2）
。
「忌邪」原文有「忌妒」和「熱情」
二義，都包含在「愛」中，所以人必須專一愛神。

20:15

「偷盜」也如殺人、姦淫的罪一樣，並不限於外在的行為，因為神是看人內心的（撒
上十六 7）
。所以，凡在行為、言語、意念上，有佔人便宜，偷工減料，大斗小秤，
偷懶浪費等等的情事時，就是違犯了這條誡命。

思考問題：
1.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是第一條誡命。在我們的心思意念和生活中，除
了神以外，有別的神嗎？(別的神包括那些實存的和想像的的一切神祇)
2. 十誡中，哪一條是你最喜歡的？又哪一條是你常犯的呢？求主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軟
弱，晝夜思想神的律法，靠著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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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8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第二十章 18 節至第廿三章 12 節
20:20

這裏的「懼怕」和本節後面的「敬畏」，是出於同一字根。因此，摩西在這裏不只
在安慰百姓，乃在於向他們開導，要他們知道神這樣臨在的目的，不是叫他們懼怕，
乃要他們經歷這試驗以後，對神有敬畏的心──不單是一時的敬畏，乃是叫你們時常
的敬畏他，不至犯罪。

21:1

「典章」是指本章和以後兩章中的各項律例和規範，也應該包括二十 23-26 的建壇
的法則。這節肯定約書的權威；它是出於神，透過摩西傳遞給百姓的律例；除此以
外，約書尚包含禮儀的律例（二十 22-26，廿二 28-31，廿三 10-13、14-19）和有關
社會道德的律例（廿二 16-20、21-27，廿三 1-9）
。禮儀的律例和道德的律例，並不
包含在本節的標題之中。

21:1-6

關乎希伯來奴僕的條例。（有關外地奴僕的條例，參利二五 44-46）。人通常為了還
債而賣身為奴（比較利二五 39；摩二 6；八 6），但他的主人要待他如雇工，而且
在六年之後要把他釋放。“錐子”。類似冰錐。參看詩篇四十篇 6 節的腳註。

22:8

「那家主必就近審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沒有」這譯法與原文的意義不
符。審判官的原文是神（參廿一 6）。現代中文譯本在第 8 節雖然較為意譯，但將
原文想要表達的意義充分的表白了出來：「若抓不到竊賊，受託人必須到崇拜的場
所發誓，表示他沒有竊取別人所付託的財物。」
「就近審判官」直譯為“就近神”。七十士譯本為：“但若找不到賊，那家主就要來
到神面前，發誓他的確沒有損害鄰舍所寄存的東西。”

22:26-27

「當頭」：典當商。希伯來律法並不禁止憑抵押借款，但有些最重要的物品是不可
以抵押的，例如磨面的磨或磨石（申廿四 6）。
「在日落以先」下一節說明了理由。如果衣服很快就要永久歸還的話，用它作抵押
就沒有什麼意義了。衣服可能是白天寄存晚上退還原主。
「衣服」可能為披在外邊的袍（參太五 40）。要是一個人窮到連外衣都要拿去當，
已是赤貧，所以必須在日落前還他，可以蓋身保暖。這是人道的規例，可見神如何
看顧窮人。

23:3

聖經中有那麼多照顧窮人的條例，這節似乎顯得有點奇怪。但這只是對公正的維
護。富人和窮人要一視同仁。袒護任何一方都是歪曲正直（利十九 15）。

思考問題：
1. 廿一至廿三列明許多例子，幫助以色列百姓處理不同的事故，哪一條律例為你留下
深刻的印象？又哪一條使你感到疑惑？
2. 神彰顯威嚴不是要人懼怕，而是要與百姓立約，建立更親密的關係。祂要求人敬畏
祂，不至走上犯罪背逆之途。這種敬畏的基礎是什麼？神的目的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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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8 月 22 日至 8 月 28 日)：第廿三章 13 節至第廿四章
23:21-22

這奉主神之名來的使者，其實就是主神自己，或者說，是未成肉身的道。
「你若實在聽從他的話，照我一切所說的去行」這種將「他」和「我」交換使用的
方式，更證明那使者就是神自己。
「我就要向你的仇敵作仇敵，向你的敵人作敵人」這樣的說法，是和主神對亞伯拉
罕所說的「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創十二 3）
一樣，就更證明這使者就是神自己了（參申廿八 1-7；書一 1-9）。

23:24

神勸告百姓當將迦南地的「柱像」盡行毀壞；柱像與迦南人的崇拜有關，代表迦南
人的諸神；又警告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地後，不可跪拜和事奉當地人的神，免得違
背誡命（二十 3-5）；乃要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二十 6）。不但如此，更要在進入
迦南地後，把神像盡行拆毀，打碎他們的柱像。
「柱像」：是用石豎立作為紀念、標誌或敬拜的。這裏按上下文則可知是迦南地的
人，用作敬拜的對象。這對象可能是已去世的祖先或英雄人物，或當地的巴力（即
中國人所謂的土地神）。

24:1

「耶和華對摩西說」的原義是接續二十 21 的。這意思是說，前段經文（3-8 節）的
立約，和本段經文的立約，在傳統上都概稱為西乃的立約，而前段所講的是律例，
本段所說的乃誡命；前段所講的是已寫下的約書，本段所說的是未寫下而只在口述
了的十條誡，因為神自己所寫的刻在石版上的兩塊法版，在這時候還沒有交給摩西。
「遠遠的下拜」：未來的祭司和現今統治階層的人，雖都被邀上山，但卻不能親近
主神，而只能遠遠的下拜；惟有摩西才可以親近主神。

24:5

少年人所獻的是燔祭和平安祭，表明獻身事奉，並與神有更親密的相交。
獻祭的不是祭司或亞倫，顯示出此時還未設立祭司的職制。

24:18

摩西在山上停留四十晝夜，一直領受到建會幕的命令與規劃之後才下山。新約時代
的耶穌也在曠野禁食四十晝夜（太四 2）。
18 可作 25 章的引言。
摩西在這裡的經歷是非同尋常的，在這段時間中，他沒有吃東西（申 9:9；參王上
19:8；太 4:2）
。它教訓我們，與神的交往會給心靈帶來最真實的力量和最甜美的飲
食。

思考問題：
1. 耶和華下命令時十分仔細，好像父母怕小孩子不明白一樣，不厭其煩地逐點列明；新
約中耶穌也是如此，連禱文也為我們想好，你能感受神的溫柔和慈愛嗎？
2. 摩西四十晝夜放下一切，只與神對話和相處，這樣的時光光想已經覺得美好，回想自
己有多久沒單單親近神呢？今天就開始每日預留時間給我們的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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