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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的道路、也经历神迹奇事，

经历上帝的供应，给他们饮水、食物 ─ 吗哪经历上帝的供应，给他们饮水、食物 吗哪

给他们引导 ─ 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

让他们一直行走在光明当中让他们 直行走在光明当中

也有保护
仇敌亚玛力人跟以色列人争战仇敌亚玛力人跟以色列人争战，

摩西吩咐约书亚带领军队争战

摩西带着亚伦 户珥到山上祷告摩西带着亚伦、户珥到山上祷告，

支持以色列百姓能够完全的得胜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旅程，

好像基督徒经历人生信仰的旅程一样，

一路上有神的供应、引导、保护。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摩西的岳父叶忒罗

带着西坡拉、两个儿子

来跟摩西团圆。来跟摩西团圆。

家庭的团圆
是上帝所特别重视的。

摩摩西得着叶忒罗的建议，

分派以色列中有智慧、忠诚的人，

分担摩西治理百姓的责任，

让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
预备了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跟神立约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约 ‧旧约里的约‧十诫

学术界的研究 ─ 有关于西奈立约在文学上的形式，
1950 年代有两个学者，研究以色列的北边赫人，

跟周围小国家订定条约 ─ 赫人之约
前言 立约的宗主国前言

历史序言

立约的宗主国

立约背景，数落立约小国的不忠历史序

基本条款

背 ，数落 国的 忠

强调对宗主国忠诚

细部条款

祝福诅咒

定期献上礼物、供物，攻守同盟

先讲诅咒 如果违背了约 后讲祝福祝福诅咒

附则

先讲诅咒，如果违背了约…，后讲祝福

约文一式两份，分别放在双方神庙，定期宣读

见证 双方国家的神明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约 ‧旧约里的约‧十诫

西奈之约的格式很多地方是相类似的，

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开始，至少到二十四章

前言

出埃及记十 章开始，至少到 十四章

可以一直延长到整个出埃及记、利未记结束

耶和华 立约的宗主前言

历史序言
廿2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立约的宗主
历史序

基本条款 十诫

细部条款

祝福诅咒
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开始，

整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民数记，，祝福诅咒

附则 很多关于民事、礼仪、敬拜条款，

让以色列人来遵行
见证

让以色列人来遵行。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约 ‧旧约里的约‧十诫

西奈之约
附则 上帝叫摩西把法版带下山去附则 上帝叫摩西把法版带下山去，

法版上是上帝亲自写下十条诫命。

法版一式两份法版 式两份，

不是一块上写几条、另一块写另几条另几条

而是一式两份 都写着十诫；而是一式两份，都写着十诫；

放在约柜里作一个见证 ─

神是 位真实不改变的神神是一位真实不改变的神
以色列人定期把律法书拿出来宣读、好来遵行。

见证 圣经里没有，
因为耶和华神就是独一的真神，

以色列人没有信仰别的神明，不需要诸神来作见证。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约 ‧旧约里的约‧十诫

赫人之约对于我们了解西奈之约，有什么意义？

摩西就是利用同时代赫人之约外交条约的形式摩西就是利用同时代赫人之约外交条约的形式，

写下西奈之约。

赫人之约是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赫人之约是在公元前十五世纪，

跟摩西差不多是同年代的，

摩西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摩西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

新约里司提反作见证讲到：

徒七22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当然包括跟别国订定条约的知识，
摩西把这样的知识，就用在他写西奈之约的记载上。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约 ‧旧约里的约‧十诫

西奈之约有上帝跟以色列人的规定

十诫诫命式的律法 ─十诫，

你应当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

案例式的律法 Case Law
遇见什么样的情况，应当要怎样行

常常用「如果怎么样…情况，

就应该怎么样…来做」

约书出埃及记二十一到二十三章称作约书
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律法里，

都有这一类的律法



‧出了埃及‧西奈山立约 ‧旧约里的约‧十诫

十九章 ─ 立约的预备
二十章 ─ 他们得到神颁布十诫，就跟神立了约

二十一到二十三章 ─ 立约里律法的一些规定
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

上帝吩咐摩西，带着以色列七十个长老、

亚伦 亚伦的儿子 一起到山上来

─ 上帝自己
─ 十二个支派

亚伦、亚伦的儿子， 起到山上来

以色列百姓在山脚筑坛
坛的周围立十二根柱子  十二个支派坛的周围立十二根柱子

宰杀燔祭、平安祭的牛羊，把血
一部分洒在祭坛上

一部分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

代表立约的礼仪，立约借着这个礼仪就得以完成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 ‧十诫

1. 创世记 ─ 挪亚之约，上帝借着天上的彩虹做记号，

证明他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证明他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类

2. 创世记十五章、十七章 ─ 亚伯拉罕之约之约

3. 出埃及记 ─ 西奈之约

大卫之约

新约

4. 撒母耳记下第七章 ─ 大卫之约

5. 耶利米书 ─ 新约
上帝给耶利米，

或借着耶利米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应许，

上帝要另立一个新约，

让人可以从内心来遵从神的律法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 ‧十诫

大君王的赏赐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 ─ 被称作「大君王的赏赐」

比较强调神给人的赏赐、恩典，

人只是单纯被动接受就可以了

也很清楚记载亚伯拉罕怎样来遵行

西奈之约 ─
比较强调人的忠诚 注重怎样遵行比较强调人的忠诚、注重怎样遵行
更以上帝的恩典作为整个的基础

西奈之约，神在什么时候颁布、
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前就给他们要求吗？

不是！

是在以色列人蒙了上帝的拯救、出了埃及之后，是在以色列人蒙了上帝的拯救、出了埃及之后，

上帝才颁布西奈之约里的律法给他们。

特色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 ‧十诫

立约的特色
1. 都是由神主动的 ─

强调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人主动

2. 在上帝拯救的过程中实现 ─2. 在上帝拯救的过程中实现

在历史的架构中进行，强调上帝的拯救

3 立约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 强调上帝给人绝对的自由3. 立约双方都是独立的个体 ─ 强调上帝给人绝对的自由

以色列百姓被上帝带领出埃及，
是上帝买赎出来 他们的主权应都在乎神是上帝买赎出来、他们的主权应都在乎神；

可是上帝说：「你们自己决定，

要不要遵守我的约 按我的律法行 」要不要遵守我的约、按我的律法行。」

以色列百姓得到一个很崇高的地位 ─ 绝对的自由、尊重。

廿四3 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 ‧十诫

特色立约的特色
4. 立约的双方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 ─

 立约之前，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

 立约之后，双方完全的相互委身

像男女双方立了婚约，在上帝、众人面前立下誓词，

 婚礼前，我跟全世界异性都有平等机会交往婚礼前，我跟全世界异性都有平等机会交往

 婚礼之后，我做了一个正式的宣告 ─
 我跟世界上所有异性关系完全改变我跟世界上所有异性关系完全改变

 我现在只能对一个异性 ─ 我的配偶讲「我爱你」「我爱你」
我已经有了配偶 已经进入夫妻的关系里

在神来看，以色列人从此以后，
只能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我已经有了配偶，已经进入夫妻的关系里

只能敬拜这 位独 的真神
不再跟其他神明有任何关系，不再受任何民族的引诱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 ‧十诫

立约跟律法有什么样关联？

律法，很多人不喜欢，总是跟律法主义连在一起；律法，很多 不喜欢，总是跟律法 连在 起；

人的习性容易走极端 ─
有上帝的律法，自己也定出很多的律法出来，有上帝的律法，自己也定出很多的律法出来，

结果变成律法主义。

指引律法、Law，都不是最合式的翻译，应该称作指引。

好比买了电脑，一定会附上使用说明书…
上帝颁布给以色列百姓， 让他们得着拯救之后，

有律法可以遵行
更能够在救恩里继续不断地成长，

继续得着上帝给他们更大的恩惠
这是十诫、其他律法里所共有的特色。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十诫在出埃及记第 十章记载十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记载

廿3-4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1. 根基 ─ 神的本性、神的恩典的作为

廿 神吩咐这 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廿1-2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 ─你的神。」

他是圣洁、信实、慈爱、公义、独一的真神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管

他跟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特别的属灵关系 ─

柄 遵行

廿2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 ─ 颁布十诫让他们来遵行。

恩典是十诫的先决条件，恩典
先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经历了救恩，才颁布律法。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2. 十诫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总纲，

整个旧、新约圣经整个旧、新约圣经，

十诫的规定都是不能废去的。

十诫的命令都是针对你3. 十诫的命令都是针对你，

是讲大团体中间的你 ─每一个人。

比如开车，每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如果有一个人没有遵守，

 小的话自己到不了要去的地方

 严重就可能出车祸、车毁人亡

所以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中间每一个人，

都要遵行这个律法，法，

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恩典。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4. 十诫是以信心做开始、以信心做结束 ─ 马丁路德，

 第一诫 ─ 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 诫 除 和华 外 可 有别的 ，

这是出于信心

 最后一条诫命 ─ 不可以贪婪，最后 条诫命 不可以贪婪，

因为我相信耶和华所赏赐给我的，

通通在佳美之处，丰富、宝贵，

耶稣

通通在佳美之处，丰富、宝贵，

我为什么还要有贪婪之心…

5. 耶稣来的时候讲到，

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

耶稣是整个律法的完成，

帮助我们追溯帮

十诫跟其他律法最终的精神。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第一诫 ─ 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第二诫 ─ 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 或跪拜它

敬拜的对象

敬拜的方式第二诫 ─ 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或跪拜它
在教会里，没有任何偶像来代表上帝

第 诫 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

敬拜的方式

敬拜的精神第三诫 ─ 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字
用神的名字来敬拜、称颂、传扬、见证

敬拜的精神

第四诫 ─ 要记念安息日
上帝顾念我们的需要，

敬拜的时间
帝 ，

每礼拜有一天分别出来，敬拜真神。

在教会里用主日 ─ 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在教会里用主日  每个礼拜的第 天，

记念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从一个礼拜的一开始从 个礼拜的 开始，

进入上帝所预备的救恩、安息里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第五诫 ─ 要孝敬父母
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尊敬神在地上的代表
这是第 条带着应许的诫命，

让我们在世可以长寿

第六诫 不可以杀人 生命的神圣第六诫 ─ 不可以杀人

不只是不可以谋杀人、害人，

生命的神圣

更是怎样来增进人生命的素质

婚姻的神圣第七诫 ─ 不可以奸淫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是整个社会 也是教会最基本的单位是整个社会、也是教会最基本的单位

‧出了埃及 ‧西奈山立约‧旧约里的约‧十诫

第八诫 ─ 不可以偷盗
上帝要我们尊重别人

财产的神圣
上帝要我们尊重别人，

是上帝给他的财富

第九诫 不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人第九诫 ─ 不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人

真理的神圣、名誉的神圣

第十诫 ─ 不可以贪婪 动机的神圣

上帝要我们借着这些的诫命，

能够认识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在他恩典带领中，遵行他的律法
享受他给我们更大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