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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的律法，給這個字一個準確的定義 ─
是上帝給以色列人的盟約規定是上帝給以色列人的盟約規定

以色列人剛從埃及為奴之家脫離法老王奴隸的身分，

上帝在立約當中頒布律法上帝在立約當中頒布律法，

指引、教導、訓示怎麼樣成為上帝的子民…原文字義

舊約中如果是複數形式 ─ 指律法的各個條例，

大約有六百多條具體誡命，具有典範的功能，有 命 有 範

主前 14 世紀、以色列人的生活規範

並不是一份完整的清單，因為太多主前 14 世紀並不是 份完整的清單 因為太多主前

的生活模式，跟今天不盡相同

律法的單數形式 ─ 摩西五經，或所有舊約中的宗教體系律法的單數形式 ─ 摩西五經，或所有舊約中的宗教體系

新約中提到律法 ─ 指著整本的舊約聖經、

或舊約猶太教的宗教體系，是一切律法的總合，或舊約猶太教的宗教體系，是一切律法的總合，

甚至包含拉比所加上對律法的種種解釋

律法在以色列歷史當中的作用…
五經中 律法不是單獨存在 而是交織在歷史的記錄當中五經中，律法不是單獨存在，而是交織在歷史的記錄當中

律法 歷史記錄 人物

創世記 1-11 12-50

出埃及記 20-40 5-19 1-4

利未記 1-27

民數記
4-6、8-9、15
18 28 30 35

1-3、7、11、14、16-17
19 27 31 34 36

民數記
、18、28-30、35 、19-27、31-34、36

申命記 12-28 1-11、29-34

比例 40% 37% 23%比例 40% 37% 23%

神跟人建立關係在先、之後才與人立約、
在立約的當中頒佈律法在立約的當中頒佈律法；

從敘事跟律法，經文交織的情境來看 ─
是關係在先 而立約的律法在後是關係在先、而立約的律法在後。

人要如何來敬拜上帝？

上帝賜給屬祂的子民，有些什麼樣的指示？

就是律法在以色列歷史當中，要產生某些的功能…

1. 有罪的人怎麼樣能夠朝見聖潔的神？有罪的人怎麼樣能夠朝見聖潔的神？

 律法會指示聖潔的神邀請有罪的人，

來親近祂、朝見祂來親近祂 朝見祂

 當中有許多赦罪、贖罪的途徑、

愛神的命令、親近神的邀請愛神的命令 親近神的邀請



跟神建立準確關係之後…
律法2. 律法幫助以色列百姓群體之間，

他們共同生活的模式、彼此相愛的社會關係

3. 律法幫助以色列百姓與

周圍的文化、周圍的異邦民族關係的界線，周圍的文化 周圍的異邦民族關係的界線

以色列人要活得不一樣、

跟埃及人不同、跟迦南人不同，跟埃及人不同 跟迦南人不同

律法具有指示的作用

律法在以色列歷史當中4. 律法在以色列歷史當中，

 讓人認識這位上帝是聖潔的

他們是聖潔的子民 他們是聖潔的子民，

 跟神之間有一個準確的關係

尊 彼此之間也有彼此尊崇的關係

舊約律法是立約的雙方具有約束力的盟約，

並不是 種給人的規定而已並不是一種給人的規定而已。

近東這些年的考古學中發現一個赫人之約，

主前 年以上國家與國家間訂立的條款主前 1400 年以上國家與國家間訂立的條款，

我們驚訝的發現 ─ 西乃之約、申命記，

赫人之約有 常跟赫人之約有非常類似的結構…

標明宗主國、附庸國之間的關係，標明宗主國 附庸國之間的關係，

宗主國 ─ 施與恩惠，附庸國 ─ 有責任

上帝跟以色列人、人類建立啟示的關係，上帝跟以色列人 人類建立啟示的關係

上帝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人可以認識祂？

上帝是用立約 ─ 用律法的條文與人建立關係上帝是用立約  用律法的條文與人建立關係…
還原以色列歷史處境 ─ 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為奴之家，

在西乃之約，約的條款、律法的前提，在西乃之約，約的條款、律法的前提，

成為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立約是基於上帝的拯救 ─ 上帝做以色列人的神，

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 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神的百姓。

盟約從拯救的故事中訂立，盟約從拯救的故事中訂

形式結構分成六個大部分，以申命記為例…

1 前文 表明某個宗主國跟某個附庸國立約1. 前文 ─ 表明某個宗主國跟某個附庸國立約，

宗主國的稱號、族譜…
申 1 5 申明摩西是照著耶和華的命令、申一1-5 申明摩西是照著耶和華的命令、

吩咐以色列人，確立的雙方的關係

2. 歷史序言 ─ 表明立約雙方的關係，

你、我，也就是甲方、乙方的對稱，

指出宗主國對待附庸國的恩德，

要求附庸國履行盟約條款、以示報恩；

申一6 至三29 回顧神在曠野帶領以色列人的歷史

3. 規定條款 ─ 列出附庸國要向宗主國履行的責任，

包含把軍事主權交由宗主國調遣支配包含把軍事主權交由宗主國調遣支配、

以宗主國的朋友為友、以宗主國的敵人為敵；

複述 色列 當遵守的十誡 節期 祭禮申四至廿六複述以色列人當遵守的十誡、節期、祭禮…
這是他們跟神之間維繫關係的方式

4. 立約見證人的名單 ─ 列出雙方敬拜的神祇；

申卅一至卅二摩西做歌、呼天喚地的見證，申卅 至卅 摩西做歌 呼天喚 的見證

以後以色列民違約的不是

5. 咒詛與祝福 ─ 違約者受到的咒詛、守約者蒙福的狀況；

申廿八祝福 (1-14) 跟咒詛 (15-68) 的條例，

也就是以色列歷史的發展，可說是一段預言

6 文件的條款 ─6. 文件的條款  
申卅一收藏約書的地點、恭讀約書的責任



雖然赫人之約的條款結構上很類似，

同年代後來出土 類似古代盟約的條款中同年代後來出土，類似古代盟約的條款中，

舊約的律法遠比這些近東盟約條款來得進步 ─
有階 意識 平等 合 的倫 制度沒有階級意識、不平等、不合理的倫理制度

相對比起來，上帝所啟示的盟約

看 超越性更看見上帝的超越性

申命記的寫作，申命記的寫作，
代表整個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約的條款，

不見得是今天現代人喜歡的文學形式不見得是今天現代人喜歡的文學形式

對當代的以色列人，是他們所熟悉的 ─
知道當時列強環伺、敵對不友善的環境裡，知道當時列強環伺、敵對不友善的環境裡，

他們不是孤兒，上帝認他們做自己的百姓

上帝跟他們立約，確保了 ─上帝跟他們立約，確保了 ─
上帝是他們的神，保護、引導、眷顧他們！

舊約律法分類 ─ 修辭形式，區分成文法、不成文法…
成文法 絕對確定的律法 藉實例設立標準 以要 不可成文法 ─ 絕對確定的律法，藉實例設立標準，以要、不可

開端語做為命令，任何人、任何情境都必須遵守。

利十九9-14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
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

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 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

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彼此說謊。

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是耶和華。

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不可欺壓你的鄰舍，也不可搶奪他的物。

雇工人的工價，不可在你那裡過夜，留到早晨。

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不可咒罵聾子 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

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律法與耶和華的屬性息息相關；律法與耶和華的屬性息息相關；

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理當像神。

利未記的關鍵經文…

十九2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上帝向以色列人發出一個邀請 ─

麼樣 聖潔

上帝向以色列人發出 個邀請

要聖潔，像神一樣的聖潔。

怎麼樣叫做聖潔？

這段律法的條文，解釋了聖潔的典範…

在一個農業背景，

怎樣收割、怎樣留下一些給窮人跟寄居的，

這個叫聖潔

不要彼此虧負，這樣的人際關係是聖潔

藉著例子來設立準則，

準則當然不是包羅萬象，準則當然不是包羅萬象，

而是以這個原則，應用在許多不同的處境當中。

不成文法 ─ 舉出判例，發生一些狀況，要如何處理？

申十五12-17 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賣給你，
服事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要從你羊群、禾場、酒醡之中多多地給他；

耶和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你也要照樣給他。耶和華你的神怎樣賜福與你，你也要照樣給他。

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的神將你救贖；

因此，我今日吩咐你這件事。因 我今 吩咐你這件事

他若對你說：「我不願意離開你」，是因他愛你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裡很好，你就要拿錐子將他的耳朵在門上刺透，

是一個決疑的律法 Casuistic Law ─

他便永為你的奴僕了。你待婢女也要這樣。

是 個決疑的律法 Casuistic Law
在這樣描述條件中，在某些情境適用

在文法、修辭上面會出現 ─在文法 修辭上面會出現

若什麼樣的情況、則要如何如何處理



在舊約律法中相當多的條文，

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陳列出是以這樣的形式來陳列出，

不是包羅萬象，而是從事例中可以了解。

剛才讀的經文提到對待奴僕的條例 ─
一個奴僕能夠成為自由之身是需要給贖價，個 僕能夠成為自由之身是需要給贖價

給贖價買贖，就是新約所教導的救贖。

救贖如果要充份了解他的意涵，

從律法當中可以明白得更清楚 ─
不是只有主耶穌基督的寶血、

赦免洗淨我們的罪、罪得赦免死後上天堂，

這個只是救贖的一小部分

救贖是非常生活、生動的，救贖是非常生活 生動的

這是從律法當中我們可以明白

以內容形式來分…
1 聖約法典 記載神跟人立約的法典1. 聖約法典 ─ 記載神跟人立約的法典

2. 聖潔法典 ─ 立約之後，神邀請人、命令人要成為聖潔，

 人的食衣住行育樂各個方面，怎麼樣叫做聖潔

 整個利未記是講到聖潔的法典

3. 申命記法典 ─ 他們即將進入迦南地，

上帝重申前命，

教導百姓進入迦南地要如何生活

功能形式上分為…功能形式上分為…
1. 道德律法 ─ 誡命，十誡，原則性的

2 民事律法 ─ 律例，針對當時社會所訂下2. 民事律法  律例，針對當時社會所訂下

明確的指示，包含大小罪刑應當如何處理

3 禮儀律法 典章，所佔篇幅最大，3. 禮儀律法 ─ 典章，所佔篇幅最大，

包含敬拜神、節期、祭祀、祭司的職責、獻祭的條例

十誡道德律法 ─ 放諸四海皆準，
不論什麼時空背景 仍然是人類所要遵守的不論什麼時空背景，仍然是人類所要遵守的

民事律法 ─ 舉凡政治、軍事、公民權、

對待外族的條例、婚姻家庭、土地、奴隸制度、

刑事審訊的原則、借貸貿易、環保生態…
看見上帝帶給以色列人許多智慧的指示 ─

律法支配教導以色列人不同生活的處境，

以上帝的原則，跟人、跟大自然，有準確的關係

禮儀律法 ─人如何進到聖潔的神面前，禮儀律法  人如何進到聖潔的神面前，

包含會幕的建造、事奉、獻祭的條例，

以色列男丁一年三次朝見神守節的條例，以色列男丁 年三次朝見神守節的條例，

教導祭司如何教導百姓什麼是聖潔 ─
從不潔淨的人類生命，從不潔淨的人類生命，

能夠成為聖潔、進到聖潔的神面前

愛我們的天父 謝謝你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天父，謝謝你，

在人還不認識你、還悖逆你的時刻，

禱告禱告

你就邀請人來可以成為你名下的子民。

主啊，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你就頒佈了聖潔的法典 ─
你邀請我們可以像你一樣聖潔。

謝謝耶穌，你來成全了舊約所有的律法，

當我們認識律法的時候，當我們認識律法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認識我們所蒙的恩典 ─
真是神的真恩。真是神的真恩。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