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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 ‧十誡

以色列百姓在曠野的旅程，

好像基督徒經歷人生信仰的旅程一樣，

一路上有神的供應、引導、保護。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經過曠野的道路、也經歷神蹟奇事，

經歷上帝的供應，給他們飲水、食物 ─ 嗎哪

給他們引導 ─ 白天有雲柱、晚上有火柱，

讓他們一直行走在光明當中

也有保護

仇敵亞瑪力人跟以色列人爭戰，

摩西吩咐約書亞帶領軍隊爭戰

摩西帶著亞倫、戶珥到山上禱告，

支持以色列百姓能夠完全的得勝

出埃及記第十八章 ─

摩西的岳父葉忒羅

帶著西坡拉、兩個兒子

來跟摩西團圓。

家庭的團圓
是上帝所特別重視的。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 ‧十誡

摩西得著葉忒羅的建議，

分派以色列中有智慧、忠誠的人，

分擔摩西治理百姓的責任，

讓以色列可以成為一個正式的國家

預備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跟神立約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 ‧十誡

學術界的研究 ─ 有關於西奈立約在文學上的形式，

1950 年代有兩個學者，研究以色列的北邊赫人，

跟周圍小國家訂定條約 ─赫人之約

前言

歷史序言

基本條款

細部條款

祝福詛咒

附則

見證

立約的宗主國

立約背景，數落立約小國的不忠

強調對宗主國忠誠

定期獻上禮物、供物，攻守同盟

先講詛咒，如果違背了約…，後講祝福

約文一式兩份，分別放在雙方神廟，定期宣讀

雙方國家的神明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 ‧十誡

前言

歷史序言

基本條款

細部條款

祝福詛咒

附則

見證

西奈之約的格式很多地方是相類似的，

從出埃及記十九章開始，至少到二十四章

可以一直延長到整個出埃及記、利未記結束

廿2 我是耶和華─ 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立約的宗主

十誡

出埃及記二十一章開始，

整個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民數記，，

很多關於民事、禮儀、敬拜條款，

讓以色列人來遵行。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 ‧十誡

西奈之約

附則

見證

上帝叫摩西把法版帶下山去，

法版上是上帝親自寫下十條誡命。

法版一式兩份，

不是一塊上寫幾條、另一塊寫另幾條另幾條

而是一式兩份，都寫著十誡；

放在約櫃裏作一個見證 ─

神是一位真實不改變的神
以色列人定期把律法書拿出來宣讀、好來遵行。

聖經裏沒有，

因為耶和華神就是獨一的真神，

以色列人沒有信仰別的神明，不需要諸神來作見證。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 ‧十誡

徒七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當然包括跟別國訂定條約的知識，

摩西把這樣的知識，就用在他寫西奈之約的記載上。

赫人之約對於我們瞭解西奈之約，有什麼意義？

摩西就是利用同時代赫人之約外交條約的形式，

寫下西奈之約。

赫人之約是在公元前十五世紀，

跟摩西差不多是同年代的，

摩西對這些事情非常熟悉。

新約裏司提反作見證講到：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 ‧十誡

西奈之約有上帝跟以色列人的規定

誡命式的律法 ─十誡，

你應當做什麼

你不可以做什麼

案例式的律法 Case Law
遇見什麼樣的情況，應當要怎樣行

常常用「如果怎麼樣…情況，

就應該怎麼樣…來做」

出埃及記二十一到二十三章稱作約書
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的律法裏，

都有這一類的律法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 ‧十誡

十九章 ─ 立約的預備

二十章 ─ 他們得到神頒布十誡，就跟神立了約

二十一到二十三章 ─ 立約裏律法的一些規定

─ 上帝自己

─ 十二個支派

二十四章 ─

上帝吩咐摩西，帶著以色列七十個長老、

亞倫、亞倫的兒子，一起到山上來

以色列百姓在山腳築壇

壇的周圍立十二根柱子

宰殺燔祭、平安祭的牛羊，把血
一部分灑在祭壇上

一部分灑在以色列百姓身上

代表立約的禮儀，立約藉著這個禮儀就得以完成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十誡

5. 耶利米書 ─新約
上帝給耶利米，

或藉著耶利米給以色列百姓的一個應許，

上帝要另立一個新約，

讓人可以從內心來遵從神的律法

1. 創世記 ─挪亞之約，上帝藉著天上的彩虹做記號，

證明祂以後不再用洪水來毀滅人類

2. 創世記十五章、十七章 ─亞伯拉罕之約之約

3. 出埃及記 ─西奈之約

4. 撒母耳記下第七章 ─大衛之約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十誡

亞伯拉罕之約、大衛之約 ─ 被稱作「大君王的賞賜」

比較強調神給人的賞賜、恩典，

人只是單純被動接受就可以了

也很清楚記載亞伯拉罕怎樣來遵行

西奈之約 ─

比較強調人的忠誠、注重怎樣遵行

更以上帝的恩典作為整個的基礎

西奈之約，神在什麼時候頒布、

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前就給他們要求嗎？

不是！

是在以色列人蒙了上帝的拯救、出了埃及之後，

上帝才頒布西奈之約裏的律法給他們。

立約的特色
1. 都是由神主動的 ─

強調出於神的恩典，不是人主動

2. 在上帝拯救的過程中實現 ─

在歷史的架構中進行，強調上帝的拯救

3. 立約雙方都是獨立的個體 ─ 強調上帝給人絕對的自由

廿四3 眾百姓齊聲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以色列百姓被上帝帶領出埃及，

是上帝買贖出來、他們的主權應都在乎神；

可是上帝說：「你們自己決定，

要不要遵守我的約、按我的律法行。」

以色列百姓得到一個很崇高的地位 ─ 絕對的自由、尊重。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十誡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十誡

在神來看，以色列人從此以後，

只能敬拜這一位獨一的真神

不再跟其他神明有任何關係，不再受任何民族的引誘

立約的特色
4. 立約的雙方從此進入一個全新的關係 ─

立約之前，他們沒有直接的關係

立約之後，雙方完全的相互委身

像男女雙方立了婚約，在上帝、眾人面前立下誓詞，

婚禮前，我跟全世界異性都有平等機會交往

婚禮之後，我做了一個正式的宣告 ─

我跟世界上所有異性關係完全改變

我現在只能對一個異性 ─ 我的配偶講「我愛你」「我愛你」

我已經有了配偶，已經進入夫妻的關係裏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舊約裡的約‧十誡

立約跟律法有什麼樣關聯？

律法，很多人不喜歡，總是跟律法主義連在一起；

人的習性容易走極端 ─

有上帝的律法，自己也定出很多的律法出來，

結果變成律法主義。

律法、Law，都不是最合式的翻譯，應該稱作指引。

好比買了電腦，一定會附上使用說明書…
上帝頒布給以色列百姓， 讓他們得著拯救之後，

有律法可以遵行

更能夠在救恩裏繼續不斷地成長，

繼續得著上帝給他們更大的恩惠

這是十誡、其他律法裏所共有的特色。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十誡

十誡在出埃及記第二十章記載

1. 根基 ─ 神的本性、神的恩典的作為

廿3-4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廿1-2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 ─ 你的神。」

所以祂有這樣的權柄 ─ 頒布十誡讓他們來遵行。

恩典是十誡的先決條件，

先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經歷了救恩，才頒布律法。

祂是聖潔、信實、慈愛、公義、獨一的真神

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管

祂跟以色列百姓有一個特別的屬靈關係 ─

廿2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十誡

2. 十誡是整個舊約律法的總綱，

整個舊、新約聖經，

十誡的規定都是不能廢去的。

3. 十誡的命令都是針對你，

是講大團體中間的你 ─ 每一個人。

比如開車，每個人都要遵守交通規則，

如果有一個人沒有遵守，

小的話自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嚴重就可能出車禍、車毀人亡

所以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中間每一個人，

都要遵行這個律法，

享受上帝給他們的恩典。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十誡

5. 耶穌來的時候講到，

祂來不是要廢掉律法、而是要成全。

耶穌是整個律法的完成，

幫助我們追溯

十誡跟其他律法最終的精神。

4. 十誡是以信心做開始、以信心做結束 ─ 馬丁路德，

第一誡 ─ 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以有別的神，

這是出於信心

最後一條誡命 ─ 不可以貪婪，

因為我相信耶和華所賞賜給我的，

通通在佳美之處，豐富、寶貴，

我為什麼還要有貪婪之心…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十誡

第一誡 ─ 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以有別的神

第二誡 ─ 不可以為自己雕刻偶像、或跪拜它

在教會裏，沒有任何偶像來代表上帝

第三誡 ─ 不可以妄稱耶和華神的名字

用神的名字來敬拜、稱頌、傳揚、見證

第四誡 ─ 要記念安息日

上帝顧念我們的需要，

每禮拜有一天分別出來，敬拜真神。

敬拜的對象

敬拜的方式

敬拜的精神

敬拜的時間

在教會裏用主日 ─ 每個禮拜的第一天，

記念耶穌從死裏面復活

從一個禮拜的一開始，

進入上帝所預備的救恩、安息裏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十誡

第五誡 ─ 要孝敬父母

這是第一條帶著應許的誡命，

讓我們在世可以長壽

第六誡 ─ 不可以殺人

不只是不可以謀殺人、害人，

更是怎樣來增進人生命的素質

尊敬神在地上的代表

生命的神聖

婚姻的神聖第七誡 ─ 不可以姦淫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是整個社會、也是教會最基本的單位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約 ‧舊約裡的約‧十誡

第八誡 ─ 不可以偷盜

上帝要我們尊重別人，

是上帝給他的財富

第九誡 ─ 不可以作假見證陷害人

第十誡 ─ 不可以貪婪

財產的神聖

真理的神聖、名譽的神聖

動機的神聖

上帝要我們藉著這些的誡命，

能夠認識這位神，是一位聖潔的神

在祂恩典帶領中，遵行祂的律法

享受祂給我們更大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