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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職分的規定設立職分的規定
摩西是以色列開國最重要的人，身兼多重職分，

先知─ 直接從神領受信息

祭司─ 教導百姓遵行上帝的律法、規定

君王─ 執行上帝的話語

審判官─ 當百姓違背神的律法，就由法官施行審判

這幾個職分都是跟神的話語密切相關，

在以色列過去是沒有的，在摩西的時候才開始設立。

可是他要離開這個世界了，要把制度建立下來，

讓以色列國能夠永續的經營。

所以這幾個職分在摩西以後，

就分在不同的人身上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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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以後，

審判制度要更加能夠制度化，

就把以色列國的司法制度，

做一個詳細的安排。

出埃及記十八章 ─ 摩西的岳父葉忒羅給摩西有一個建議，

整個國家，百姓很多，法律案件層出不窮，

建議摩西，如果得到上帝的指引，

就設立不同的官員來施行審判，

包括十夫長、五十夫長、百夫長跟千夫長，跟千夫長，

集軍事、行政、司法三方面的職分合而為一。合而為一。

平常時候，在百姓中施行審判，帶領百姓，帶領百姓

打仗時候，帶領百姓爭戰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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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庭─ 每一座城在城門口，

設立一些座位，讓城裏的長老、祭司，

他們在那個地方施行審判。

路得記提到波阿斯，是城裏的長老，

他在城門口有座位，在那施行審判、判斷案件。

中央法庭─

君王是最高層的法官

祭司掌管宗教跟禮儀方面事件的判斷

法官有關於刑事跟民事的判斷，

刑事 ─罰，民事 ─賠
難斷的案件，牽涉到死刑、傷害的案件，

就要報到中央法庭來施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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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以色列也大致按照這樣的制度設計，

1. 簡易法庭 ─ 簡單的、小的事情

2. 地區法庭 ─ 簡易法庭的上訴法庭、

比較重大的民事跟刑事案件

3. 最高法庭 ─ 最終的上訴法庭，

有關政府法令、官吏危害人民的權益、

釋放非法拘禁的人士、推翻低級法庭的不當的判決

4. 特別法庭 ─ 包含交通、勞工、少年、市政、行政措施

5. 宗教法庭 ─ 只有以色列有的，有關於結婚、離婚，

猶太人找拉比

回教徒找回教的主要的負責人

基督教會找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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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七二2 他要按公義審判你的民，按公平審判你的困苦人。

在民中貧窮人、困苦人、受冤屈的人，

君王的責任就是要為他們伸張正義，

意思也就是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公義施行在地上

上帝的拯救施行在地上

這兩個是同樣一件事情。

申命記十七章十四節到二十節 ─ 君王具有雙重的身分

他是以色列的國民

他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者

詩篇七十二篇 ─ 以色列的君王不是可以任意妄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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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君王必須是神所揀選的，

不可以自己自立、也不是由百姓擁立。

南國猶大十九個君王，都是大衛的後裔、都是神所揀選

十七章 ─ 幾個規定

1. 他必須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是外邦人

耶穌基督出生的時候，希律王，

是以土買人、也就是以東人，沒有以色列人人的資格，的資格，

他大興土木希望收買以色列人的心

耶穌正好相反，生下來就是要作猶太人的王的

北國以色列十九個君王都是自己立自己的，

中間有八個是篡位的、八個是被殺掉的，

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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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消極方面的提醒

1. 不可以為自己增添馬匹，馬匹代表軍事的力量，

以色列的國力不是依靠軍力

3. 不可以增添財富、金銀

經濟力量當然是衡量國力的一個標準，

但是上帝說 ─ 這個也不是重點

2. 不可以為自己多娶妃嬪

所羅門王娶妃嬪三千個，都是各國的公主，

增加跟別國外交的連結、增加國力；

上帝提醒 ─ 多娶妃嬪

也是跟那一個國家一起敬拜他們的神明，

是上帝所不願意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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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18-19 要將律法書，為自己抄錄一本，存在他那裡，

要平生誦讀，謹守遵行一切言語和這些律例。

約書亞沒有君王的職分，好像君王的典範。

年輕時，四十歲，去窺探迦南地，

就是堅心信靠上帝的話語

約書亞就是在上帝的話語上面，

剛強壯膽！

四十年之後，

再被上帝選立作為以色列人的領袖，

帶領以色列人過約旦河去得應許之地

積極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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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方面

上帝吩咐約書亞，約書亞也這樣子來遵行；

約書亞晚年的時候，再一次作見證：

在耶和華的律法上剛強壯膽，就必得著成就。

書一6-9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

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

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凡事順利，

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與你同在。。

申命記十八章 ─ 以色列人尋求明白

未來的事情、神的事情，

不是靠著占卜、法術，而是由先知來指示，

十八15 耶和華 ─ 你的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

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

1. 他必須是以色列人，

巴蘭被稱作先知，他不是以色列人，

結果帶給以色列人很大的傷害。

2. 怎麼知道他是不是上帝所設立？

他所說的預言有沒有應驗，

如果預言沒有應驗，

就證明他不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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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 ─ 制度的設立

三十四章 ─ 摩西死了以後，過了很多年才加上去的話

卅四10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

沒有他那麼偉大、有神蹟奇事，從上帝領受豐富的啟示；

盼望都指著將來要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先知。

約一29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約一45 腓力找著拿但業，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和眾先知所記的那一位，

我們遇見了，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新約見證這一個先知，就是指著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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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四25-26 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要來；

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

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

徒二36 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

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撒瑪利亞的婦人跟耶穌談道

彼得在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作了見證

新約幾處經文都證明 ─ 摩西所講到的這位先知，

不只是在以色列歷史上面的先知的制度

耶穌基督，是上帝所立的彌賽亞，

祂要帶領以色列百姓、屬祂的子民，

脫離罪惡、得著屬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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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二十章 ─ 講到兩種制度

1. 設立逃城，以色列不允許謀殺的事情，

如果有人不小心過失殺人，

就設立一個地方 讓他們可以逃到那裏去，

免得報血仇的人把他們殺了。

2. 以色列跟別國發生戰爭，

哪些人應該去打仗

哪些人可以申請免除兵役

打仗的時候不要破壞生態，

讓所得著的城池，能夠永續為他們來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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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又稱無酵節，

記念以色列百姓從埃及出來，

上帝越過以色列人的家…
讓以色列民得蒙拯救。

無酵節記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

來不及把食物預備好就匆忙離開，

麵已經和好、還沒有發酵；

一連八天的時間吃無酵餅，

記念他們匆忙離開了埃及。

也吃困苦餅，

記念在埃及受到埃及人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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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節又稱五旬節，

從初熟的果實開始算起七個禮拜

或從逾越節開始算七個禮拜

所以時間沒有一定

又稱收割節，

記念上帝把他們帶到應許之地，吃當地的土產，

能夠從遊牧的生活，變成農業的生活來記念神。

又記念在西奈山跟神立約，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後，

三月初一日就是五十天，

就在那個地方跟上帝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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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也預表新約裏聖靈的降臨，

使徒行傳第二章 ─ 基督的教會正式成立。

舊約裏的以色列人，預表了新約基督的教會。

所以五旬節又稱七七節，

也是以色列人記念他們在上帝面前

成為一個國家、跟上帝立約的一個節日。

以色列人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節

第二天出埃及，到三月初一日就是四十六天四十六天，，

上帝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自潔三天自潔三天，，

就四十九天

第五十天，上帝從天上降臨西奈山頂、跟百姓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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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棚節又稱收藏節，

農業方面記念秋收冬藏，

以色列人差不多春天開始收割大麥，

以後收割小麥、葡萄、其他的作物，

到了九、十月間，所有的收割就完成了，

所以九月底十月初，就有收藏節。

他們到聖所來搭棚子、敬拜神，

記念以色列百姓在曠野四十年，

都是住在帳棚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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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棚節一方面是農業的節期，

另方面也是宗教的節期，救恩的節期，

記念上帝救贖他們、進入到應許之地。

住棚節也代表國度的盼望，

約七37-38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穌站著高聲說：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

用這個來代表，將來在神國度裏永遠的救恩。

三大節期代表

逾越節─ 上帝的初步的拯救

七七節─ 上帝給他們豐富的預備

住棚節─ 跟上帝最後完滿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