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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城的條例 ─ 申命記十九 1-13典型的民事律法逃城的條例 申命記十九 典型的民事律法

一、歷史背景歷史背景

二、文意脈絡

三、解釋律法

1、歷史性意義
2、啟示性意義
3、救恩性意義

四、解經結論 ─
對當代以色列人的意義對當代以色列人的意義

五、釋經應用 ─ 對今日基督徒

歷史背景 ─ 申命記

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約的重述 重申前命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約的重述、重申前命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之前，

摩西向當代百姓 曠野出生的第 代百姓摩西向當代百姓 ─ 曠野出生的第二代百姓，

重新申述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約，

要從這個約來建立這個國家要從這個約來建立這個國家。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結束曠野的漂流，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結束曠野的漂流，

即將進入神所賜的迦南地 ─
創世記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應許的創世記向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應許的

摩西在此重申前命 (西奈之約) ─
讓我們認識上帝的守約、施慈愛讓我們認識上帝的守約 施慈愛

以神的律法教導百姓，在進入迦南地

能夠與敬拜偶像的迦南人有所分別，能夠與敬拜偶像的迦南人有所分別，

真正成為神聖潔的子民

文意脈絡 ─ 橫向思考，

逃城條例在其他的經文有類似可 對比 按照時序逃城條例在其他的經文有類似可以對比，按照時序…
1. 民卅五1-34曠野漂流結束，走到摩押平原要進迦南之前，

摩 導摩西教導百姓關於逃城條例

2. 申四41-43 摩西重述歷史，以色列人在約旦河東

得了亞摩利王西宏、巴珊王噩的地，

由流便、迦得、瑪拿西支派所得的地業當中，

設立三座逃城

3. 申十九 仔細的描述、指導百姓如何操作

4. 書二十 百姓進入迦南地，約書亞在分地的當下，

 指示利未人在十二支派中得的四十八座城， 指示利未人在十二支派中得的四十八座城

其中六座是逃城

 在歷史書中說明如何執行律法， 在歷史書中說明如何執行律法，

按照摩西在民數記、申命記的教導來設立逃城



5. 代上六54-81 以色列人被擄歸回之後…
追述以往的歷史 訴說這個地的故事追述以往的歷史、訴說這個地的故事，

把逃城的設立是利未人所得的城邑，重述了一次。

橫向思考的經文，幫助我們了解逃城設立的全貌 ─
上帝的設計、計劃

以色列後來在歷史中真正照樣遵行

縱向思考 ─ 申命記的綜覽，縱向思考  申命記的綜覽，

 第四章摩西第一次講論，百姓第一片得的土地 ─ 
約旦河東就設立逃城約旦河東就設立逃城

第二次講論，律法設立，指導百姓 ─
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神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神

因為愛神的緣故，也要彼此相愛

民事律法，看到神與人所立的約，在生活當中實踐，民事律法，看到神與人所立的約，在生活當中實踐，

其中的一個律例就是逃城的條例 ─ 十九章

一、歷史性意義…
逃城 是誰的產業？分定給利未人 住在逃城逃城 是誰的產業？分定給利未人，住在逃城，

管理逃城，教導以色列人律法

執行逃城條例 在以色列生活中能產生影響執行逃城條例，在以色列生活中能產生影響

逃城 是為誰設立的？

民卅五15a 要給以色列人和他們中間的外人，並寄居的。

逃城的一些規定 ─ 律法指導以色列百姓有智慧的生活逃城的 些規定  律法指導以色列百姓有智慧的生活…
1. 申十九3-5 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為業的地分為三段；

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人的，都可以逃到那裡去。又要預備道路 使誤殺人的 都可 逃到那裡去

定例乃是這樣：凡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就如人與鄰舍

同入樹林砍伐樹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樹木，

料 斧 脫 把 飛落在鄰舍身 致於不料，斧頭脫了把，飛落在鄰舍身上，以致於死，

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

是 個判例 不成文律法 這是無心殺人的是一個判例、不成文律法，這是無心殺人的，

在進迦南之後，實質要用這種的方式來生活

2. 申十九11-13 若有人恨他的鄰舍，埋伏著起來擊殺他，以致於死，
便逃到這些城的 座城，本城的長老就要打發人去，從那裡便逃到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長老就要打發人去，從那裡

帶出他來，交在報血仇的手中，將他治死。你眼不可顧惜他，

卻要從以色列中除掉流無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卻要從 色列中除掉流無辜 的罪 使你可 得福

前面的經文 ─ 素無仇恨、無心殺人

這段經文 ─ 謀殺，是流無辜血的罪，這段經文  謀殺，是流無辜血的罪，

污穢神的地，必須要處理，是相對比的

3. 民卅五25-27 逃城條例要如何操作…
會眾要救這誤殺人的脫離報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歸入逃城。

他要住在其中 直等到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他要住在其中，直等到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

但誤殺人的，無論甚麼時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報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見他，將他殺了，報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見他，將他殺了，

報血仇的就沒有流血之罪。

希伯來文 (1350) ga‘al 希伯來文ּגאל (1350) ga al ָּגַאל 
動詞 ─ 救贖、買贖；以分詞做為名詞 ─ 至近的親屬

至近的親屬 ─ 申廿五、利廿五 有提到，
只要生在以色列人選民的會中只要生在以色列人選民的會中，

就一定有一個至近的親屬…
如果窮了 把地典當殆盡如果窮了、把地典當殆盡，

至近的親屬就有責任將地贖回

如果長兄死了 沒有兒子如果長兄死了、沒有兒子，

至近的親屬就要取寡嫂為妻、為長兄留名立後

路得記 就是最典型 ─ 波阿斯、拿俄米家的關係

至近的親屬在逃城條例中，中文聖經翻譯為報血仇的…至近的親屬在逃城條例中 中文聖經翻譯為報血仇的…
當他冤枉被殺，親屬轉眼之間就變成報血仇的

目的不是報仇目的不是報仇

而是要把流無辜人血的罪從地上除去，

這是他的社會責任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這就是律法所建構的社會福利制度、保險制度



民卅五25 會眾要救這誤殺人的脫離報血仇人的手，
也要使他歸入逃城 他要住在其中也要使他歸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

直等到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

才可以無罪之身返鄉
民卅五32 那逃到逃城的人，

你們不可為他收贖價，

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來住在本地。

4. 書廿4-6 歷史書中實質設立逃城，經過是這樣的…
那殺人的要逃到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門口，

將他的事情說給城內的長老們聽將他的事情說給城內的長老們聽。

他們就把他收進城裡，給他地方，使他住在他們中間。

若是報血仇的追了他來，長老不可將他交在報血仇的手裡；若是報血仇的追了他來，長老不可將他交在報血仇的手裡；

因為他是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裡，

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等到那時的大祭司死了，站在會眾面前聽審判，等到那時的大祭司死了，

殺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來的那城。

歷史書中當真正設立逃城的時候…
每 個城裡都有長老 負責查明案情每一個城裡都有長老，負責查明案情

會眾要救這個誤殺人的脫離報血仇的 ─
大部分是利未人 負責收留誤殺人的大部分是利未人，負責收留誤殺人的

需要有智慧、能分辨 ─
若是 伏著謀殺 的 就要把他交出來若是埋伏著謀殺人的，就要把他交出來，

不能有流無辜人血的罪污穢神的地

從這些繁瑣的民事律法當中，

可以讀出歷史性的意義是非常生動的 ─可以讀出歷史性的意義是非常生動的

是以色列人實質生活情境中會遇到的

其實誤殺人的事件，不會常常發生，其實誤殺人的事件，不會常常發生，

在民事律法裡，

上帝為了萬一發生這事情要如何處理，上帝為了萬 發生這事情要如何處理，

以這麼多的篇幅來教導以色列百姓…

二、啟示性意義 ─ 
設立逃城律法的上帝 認識上帝哪方面屬性設立逃城律法的上帝，認識上帝哪方面屬性…

† 實施對象包含以色列人、寄居的外人，上帝不偏待人

† 故意殺人、謀殺人的必須治死，

神的命令、上帝是這麼的公義

† 不只是賞善罰惡的報應律而已，有例外 ―

無心殺人、誤殺人的，上帝在公義當中有慈愛有慈愛

† 怎麼樣來操作？上帝是滿有智慧

† 上帝洞察人的內心，願意給犯錯的人有第二次機會

上帝的屬性，建立百姓也是能夠彼此接納，
給犯錯的人第二次機會這樣的條例，給犯錯的人第二次機會這樣的條例，

所建構的社會是充滿了平安

生命是不能用贖價來代贖的，生命是不能用贖價來代贖的，

具有嚴重性、嚴肅性

三、救恩性意義 ─ 預表性意義…

新約沒有直接引用逃城這個字眼，而是避難所

詩篇中詩人以上帝為他的避難所，就是從逃城條例衍生出來

來六18 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
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持定 在我們前頭指望的 可 大得 勵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避難所 ─ 罪人脫離罪惡挾制、刑罰

希伯來書耶穌基督是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耶穌基督是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付了生命的贖價、解除了你我罪人的身分；

逃城條例 等到當時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逃城條例 ─ 等到當時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了，

誤殺人的才能以無罪之身返鄉…

救恩性的意義，讓我們明白 ─
耶穌基督如何成為我們的救贖主、耶穌基督如何成為我們的救贖主

是我們至近的親屬、將命傾倒的大祭司



解經結論 ─ 對當代以色列人的意義…
律法實在是帶給以色列人祝福，

不允許以色列人為著無心殺人的事情，

而冤冤相報何時了

對誤殺人的，

上帝有這個律法來保護他們，

他們仍然要付代價 ─
要住在逃城當中

逃城的條例對以色列人而言，

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次序 ─
有公義、有慈愛、有神的聖潔

有上帝的智慧，帶來和平、接納

對我們今天基督徒的釋經應用…
當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避難所當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避難所，

每一個人都是在逃城當中被保護的

以耶穌基督為避難所 絕對不是逃避現實以耶穌基督為避難所，絕對不是逃避現實，

相對的使我們有智慧、勇氣，面對生命的現實，

能夠解除罪惡的挾制 除去罪惡的 罰祂能夠解除罪惡的挾制、除去罪惡的刑罰

以至於每個經歷耶穌基督救贖、在祂的避難所當中以至於每個經歷耶穌基督救贖 在祂的避難所當中

被祂保護、經祂買贖、被祂接納的人，

都可以再次打開心門、做別人的逃城都 再 開 門 別 城

在社會產生影響力 ― 打開城門做別人的逃城

從神而來的真光、從每個經歷救贖的罪人從神而來的真光、從每個經歷救贖的罪人

所組成的教會當中，仍然向社會展開屬靈的膀臂，

可以接納犯罪的人、被罪所勝的人，可以接納犯罪的人、被罪所勝的人，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曾經這樣的被買贖、被接納。

愛我們的耶穌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謝謝你，

真正知道你成全了律法 ─ 一點一劃都不能廢去；

禱告禱告

求你幫助我們 ─ 可以用律法的經文做為靈修。

看見以色列人，

按照你所建構社會的次序來生活著

經歷到在耶穌基督裡所成全的律法，

如何支配引導我們的生活如何支配引導我們的生活

以至於我們的生活、動作、存留都在於你，

不是只有到見主面的時候不是只有到見主面的時候，

才懂得在神國度當中的祝福。

讓我們今天按照你所賜話語的智慧 活出屬神子民的榮美！讓我們今天按照你所賜話語的智慧，活出屬神子民的榮美！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