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舊約聖經 – 律法書



Ice Breaking……

⺠數記5：11-28



律法書？

律法書泛指舊約或希伯來聖經之摩⻄五經。



舊約的正典目錄：The Alexandrian Canon, LXX

律法書 歷史書 詩歌智慧書 先知書
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數記
申命記

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
撒⺟⽿記
列王紀
歷代志
以斯拉
尼希米
以斯帖記

詩篇
箴言
傳道書
雅歌
約伯記

十二小先知書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歌
以⻄結書
但以理書



摩⻄五經

摩⻄五經絕大部分是由律法所造成，有超過六百個誡命。

主要出現在利未記和生命記中。

是神賜給以色列旳律法，顯然是十分重要，但是對我們而

言不卻是陌生甚至怪異莫名。



奇怪的律法 – 你有沒有守住?

出埃及記34：26「不可⽤⼭⽺羔⺟的奶煮⼭⽺羔。」

利未記19：19「不可⽤兩樣攙雜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

利未記12：2「婦人若懷孕生男孩，就不潔淨七天。」

利未記12：5 「她若生女孩，就不潔淨兩個七天。」

申命記14：8 「豬，因為是分蹄卻不倒嚼，就與你們不潔

淨。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



十誡，大誡命

部分舊約誡命仍然規範現代基督徒的行為：

申命記5：17「不可殺人。」

申命記5：18「不可姦淫。」

利未記19：18「 ⋯⋯你要愛人如己。」



你有沒有守住律法?

為什麼我們堅持某些律法，某些則忽略？

那些律法具有效力的？而那些沒有？

我們該如何解釋律法書?



傳統上解釋律法書的方法

1 道德律（Moral laws)

2 ⺠事律（Civil laws)

3 禮儀律（Ceremonial laws)



道德律（Moral laws)

是指那些超越時代的真理，它們是論述有關神對人

類行為的規範。

「愛人如己」—利19：18



⺠事律（Civil laws)

是⼀個國家司法系統中載明的部分，這些法律論及

法庭、經濟、土地、犯罪和刑罰。

「每逢七年末⼀年，你要施行豁免。」— 申15：1



禮儀律（Ceremonial laws)

是有關獻祭、節期和祭司的活動。

「把禾場的穀、酒醡的酒收藏以後，就要守住棚節

七日。」—申16：13



禮儀還是道德？

利未記19：1９ 「你們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

牲畜與異類配合；不可⽤兩樣攙雜的種種你的地，

也不可⽤兩樣攙雜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



傳統解釋的困難 — ⺠數記5：11-28

11 耶和華對摩⻄說： 12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 ‘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13 有人與她行淫，事情嚴密瞞過她丈
夫，而且她被玷污，沒有作見證的人，當她行淫的時候也沒有被捉住，14 她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她，她是被玷污；
或是她丈夫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她，她並沒有被玷污。15 這人就要將妻送到祭司那裡，又為她帶著大麥麵伊法十分之
⼀作供物，不可澆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為這是疑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孽。

16 祭司要使那婦人近前來，站在耶和華面前。17 祭司要把聖水盛在瓦器裡，又從帳幕的地上取點塵土放在水中。
18 祭司要叫那婦人蓬頭散髮，站在耶和華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疑恨的素祭，放在她手中。祭司手裡拿著致咒詛
的苦水，19 要叫婦人起誓，對她說：若沒有人與你行淫，也未曾背著丈夫做污穢的事，你就免受這致咒詛苦水的災。
20 你若背著丈夫，行了污穢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與你行淫，21 （祭司叫婦人發咒起誓，）願耶和華叫你大腿消瘦，
肚腹發脹，使你在你⺠中被人咒詛，成了誓語。22 並且這致咒詛的水入你的腸中，要叫你的肚腹發脹，大腿消瘦。婦
人要回答說：阿們！阿們！

23 祭司要寫這咒詛的話，將所寫的字抹在苦水裡，24 又叫婦人喝這致咒詛的苦水，這水要進入她裡面變苦了。25 祭
司要從婦人的手中取那疑恨的素祭，在耶和華面前搖⼀搖，拿到壇前。26 又要從素祭中取出⼀把，作為這事的記念，
燒在壇上，然後叫婦人喝這水。27 叫她喝了以後，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這致咒詛的水必進入她裡面變苦了，她的
肚腹就要發脹，大腿就要消瘦，那婦人便要在她⺠中被人咒詛。28 若婦人沒有被玷污，卻是清潔的，就要免受這災，
且要懷孕。



傳統解釋的困難

近年來許多基督徒對於這方法不同意，因為這分類

似乎過份武斷和模糊不清。

實際上律法乃是神與以色列⺠的盟約關係，律法本

質上是神學性的。



敘事文意(The Narrative Context)

律法書是以色列歷史不可分的⼀部份。是創世記12

章至列王紀25章敘事文的⼀部份。

律法書不是以單獨⼀種永久性和普世性的形式呈現，
而是以敘事文的方式出現。

他是描述神如何將以色列人從埃及拯救出來，並且
讓他們住在應許之地，成為神⼦⺠故事的⼀部分。



出埃及記

⼀至十九章 — 出埃及的故事

二十至廿三章— 十誡和律法

廿四至四十— 神對摩⻄的吩咐（聖所的建立）

中心主題：十九章—遵守我的約



出埃及與神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西乃的曠

野。他們離了利非訂，來到西乃的曠野，就在那裡的山下安營。摩

西到神那裡，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

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

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ואבא אתכם אלי)。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

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והייתם לי)的子民，因為

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תהיו־לי)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出十九1~6)



利未記

神和以色列人在⻄乃⼭的故事為背景

律法是以神和摩⻄對話形式呈現出來

「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對他說⋯」—利1：1

「對他說」不斷地出現在整卷利末記中

同時以時間順序的句⼦，來顯示故事發生的先後次序

中心主題：十六章—代罪羔⽺



⺠數記

是繼續出埃及記第二年的故事

中心主題：13－14章—以色列人因悖逆而要在曠野

漂流四十年所發生的故事



申命記

發生在出埃及記後四十年的十⼀⽉，進入迦南地之

前（1：3） ，神再次重申與他們的⽗⺟在四十年前

建立的盟約關係

中心主題：６：4至9



申命記６：4至9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的主。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
論； 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又要
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主要的信息及主題：申六4~9

(The Keynote of the Old Testament)

重要性在於

• 申六4~9可能是猶大教唯⼀的教義

• 申六4~9被耶穌引⽤，成為大誡命之⼀(可十二28~34)

• 申六4~9是摩⻄第⼀個先知講論



盟約文意(The Covenant Context)

神從盟約中提出律法

出埃及記19：5 – 「現在你們若是實在聽我的話，遵守我的約，

你們就必在萬⺠中作屬我的產業，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百姓同意遵行盟約的條款，而摩⻄以⾎立約作為記

出埃及記24：8 –「百姓都同聲回答說：「 摩⻄將⾎灑在百姓
身上，說：“你看！這是立約的⾎，是耶和華按這⼀切話與你們

立約的憑據。” 」



盟約的觀念

挪亞之約 亞伯拉罕之
約

摩⻄之約 大衛之約

記號：彩虹 割禮 安息日 聖殿
範圍：受造

物
萬國萬⺠ 以色列⺠ 大衛家

條件性：無 無 有 無/有



盟約文意(The Covenant Context)

出埃及記

神應許住在人當中，出埃及記後半部強調相關事物，如會幕建

造的指示。

利未記

接續出埃及記，神怎樣與他們當中同住，怎樣就近神，怎樣在
聖潔的神面前，處理個人和⺠族的罪，怎樣敬拜這位在他們中

間聖潔而可畏的神，怎樣與神相交。



盟約文意(The Covenant Context)

神應許住在人當中，出埃及記後半部強調相關事物，如會幕建造的指
示。

利未記接續出埃及記，神怎樣與他們當中同住，怎樣就近神，怎樣在
聖潔的神面前，處理個人和⺠族的罪，怎樣敬拜這位在他們中間聖潔
而可畏的神，怎樣與神相交。利未記⼀⼀解答給予實⽤性的準則。

以色列人拒絕進入應許之地後，他們在曠野漂流38年直到叛逆的⼀
代死亡為止。然後神帶領他們進入應許之地之前，曾召集他們重新立
約，與年輕的⼀代回復摩⻄的約，在應許之地生活蒙受祝福。



舊約盟約詮釋及與新約神學詮釋

舊約律法和摩⻄的約緊密地交織在⼀起

1 摩⻄的約與以色列人的征戰和應許之地有⼀個很密切的關係

2 從摩⻄的約而來的祝福是有條件的，申命記不斷的警告

3 對新約的基督徒，摩⻄的約不再是實⽤性的。（希伯來書中

耶穌以中保身分來到世上，取代了舊有的約）

4 舊約律法作為摩⻄的約的⼀部分，不再適⽤於現在的教導。

（加拉太書因信稱義)



舊約盟約詮釋及與新約神學詮釋

馬太福音5章17-19是否互相矛盾？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

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點
⼀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

中最小的⼀條，又教訓人這樣做，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
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

大的。



舊約盟約詮釋及與新約神學詮釋

耶穌「成全」盟約對義的要求。

耶穌自己是律法最終的詮釋者，是「律法和先知」的預表或載

體(Typology) ，

透過新約的教導重新詮釋律法的意義。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

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 提後3:16-17



詮釋之旅



詮釋之旅

步驟⼀：抓住經文對原始聽眾有何意義？

步驟二：聖經原始聽眾與我們有甚麼不同？

步驟三：這段經文有什麼神學的原則？

步驟四：新約的教導是否修正或者吻合這個原則，如果是，

如何做到？

步驟五：抓住經文對今日的基督徒有何意義？



詮釋之旅 - 利未記5章 1-6

…… 或是有人摸了不潔的物，無論是不潔的死獸，是不潔
的死畜，是不潔的死蟲，他卻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潔，就

有了罪。 或是他摸了別人的污穢，無論是染了甚麼污穢，
他卻不知道；⼀知道了，就有了罪。…… 他有了罪的時候，

就要承認所犯的罪， 並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贖愆祭牲，
就是⽺群中的⺟⽺，或是⼀隻⽺羔，或是⼀隻⼭⽺，牽到

耶和華面前為贖罪祭。至於他的罪，祭司要為他贖了。



詮釋之旅 - ⺠數記5：11-28

耶和華對摩⻄說： “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人的妻若有邪行，得
罪她丈夫，有人與她行淫，事情嚴密瞞過她丈夫，而且她被玷
污，沒有作見證的人，當她行淫的時候也沒有被捉住，她丈夫
生了疑恨的心，疑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疑恨的
心，疑恨她，她並沒有被玷污。這人就要將妻送到祭司那裡，
又為她帶著大麥麵伊法十分之⼀作供物，不可澆上油，也不可
加上乳香，因為這是疑恨的素祭，是思念的素祭，使人思念罪
孽。



詮釋之旅 - ⺠數記5：11-28

祭司要使那婦人近前來，站在耶和華面前。祭司要把聖水盛在瓦器裡，
又從帳幕的地上取點塵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婦人蓬頭散髮，站在
耶和華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疑恨的素祭，放在她手中。祭司手
裡拿著致咒詛的苦水，要叫婦人起誓，對她說：若沒有人與你行淫，
也未曾背著丈夫做污穢的事，你就免受這致咒詛苦水的災。你若背著
丈夫，行了污穢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與你行淫，（祭司叫婦人發
咒起誓，）願耶和華叫你大腿消瘦，肚腹發脹，使你在你⺠中被人咒
詛，成了誓語。並且這致咒詛的水入你的腸中，要叫你的肚腹發脹，
大腿消瘦。婦人要回答說：阿們！阿們！



詮釋之旅 - ⺠數記5：11-28

祭司要寫這咒詛的話，將所寫的字抹在苦水裡，又叫婦人喝這
致咒詛的苦水，這水要進入她裡面變苦了。祭司要從婦人的手
中取那疑恨的素祭，在耶和華面前搖⼀搖，拿到壇前。又要從
素祭中取出⼀把，作為這事的記念，燒在壇上，然後叫婦人喝
這水。叫她喝了以後，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這致咒詛的水
必進入她裡面變苦了，她的肚腹就要發脹，大腿就要消瘦，那
婦人便要在她⺠中被人咒詛。若婦人沒有被玷污，卻是清潔的，
就要免受這災，且要懷孕。



詮釋之旅 – 立約和律法

摩⻄五經由出埃及記至申命記中，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立約和定律法的記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