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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解释律法的解释
十二章 ─ 上帝所选择敬拜他的地方
十二5 耶和华 ─ 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

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
你们就 往 去求问

十三章 敬拜的对象 不可以去拜别的神

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

十三章 ─ 敬拜的对象，不可以去拜别的神，

即使有些人在我们中间，

或者说话有分量 甚至有 些神迹奇事或者说话有分量、甚至有一些神迹奇事，

要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信仰，也不可以随从他

十四章 ─ 敬拜的子民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在吃、穿、用、耕田…
都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

律法的解释律法的解释
十四十四到十五章 ─ 以色列百姓敬拜上帝、献上礼物，

特别讲到什一奉献特别讲到什 奉献，

今天基督徒作礼拜，也是带着金钱奉献来敬拜神。

精神十五章 ─ 敬拜神的精神，

我们得到上帝的释放，从罪恶里被解救出来

我们也应当把别人对我们的欠债免除 ─
豁免年的规定，

地不可以永卖、人不可以永远为奴

时间到了就要让它可以归还、

让整个的社会秩序能够重新的再来

上帝赐福给人，让人可以过一个享福的生活，，让人可 过 享 活，

让人可以重新经历上帝给人一切的福气。

律法的解释律法的解释
十六章 ─ 每年的节庆，敬拜神的时间，

每年有几个节期人要来敬拜神每年有几个节期人要来敬拜神，

前面讲到时间、地点，

申命记 敬拜的精神申命记特别讲到敬拜的精神 ─
把敬拜称作是一个庆典，

我们是来参加欢乐的庆典、

来享受上帝的福气。

十六章二十一节到第十七章第一节 ─
敬拜的方式，

禁止任何的偶像作为敬拜上帝之用。禁止任何的偶像作为敬拜上帝之用。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十二章 ─ 圣所的建立，敬拜的破与立
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

要把在迦南地敬拜的地方完全除掉；

他们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在一些小山丘上面他们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在 些小山丘上面，

在庙的旁边立了一些树、柱子 ─
「青翠树下面的圣所」「青翠树下面的圣所」，

被看作是比较神圣的、具有神力的，

迦南人就特别敬拜它们

王下廿一3 重新建筑…邱坛，

迦南人就特别敬拜它们。

，

又为巴力筑坛，做亚舍拉像。

树做的柱子，用柱像来代表它。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第八世纪英国宣教士波尼法修 Boniface，
中年时来到今天的德国宣扬福音。

有一次跟当地的拜偶像的人
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冲突：发生 个戏剧性的冲突：

在黑森林的该马尔村，当地的村民

看他用斧头把一个象征北欧雷神看他用斧头把一个象征北欧雷神

叫作佗尔的橡树砍倒，

当这 棵被看作是神圣的树被砍倒时当这一棵被看作是神圣的树被砍倒时，

波尼法修是毫发无伤，大家欢呼说 ─
佗尔是假神佗尔是假神，

耶和华才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们当天，全体就一起来受洗归向真神。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公元722年，教宗贵勾立二世
把波尼法修封为德国枢机主教，

他四十年的事工，对德国宣教带来非常大的果效，

被称作是德国宣教的使徒。

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会看到 ─

破 立敬拜上有破跟立，

把当地原本异教的崇拜完全除掉

真神耶和华的敬拜被建立起来

今天我们到欧洲好多地方，

几乎都找不到原本当地的异教崇拜，

只有敬拜耶和华的教堂看得到，有 拜耶和华 看得到，

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

‧敬拜的破与立‧迦南崇拜的比较 ‧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在以色列历史上，不断受到迦南崇拜的引诱，

我们把迦南崇拜跟敬拜耶和华做一个比较。

1. 迦南崇拜是在好多不同的地方敬拜，

圣经称作丘坛 丘就是小山丘圣经称作丘坛，丘就是小山丘，

在小山丘山头上，立了神坛来敬拜。

敬拜耶和华只有一个地方 ─ 耶和华所选立的地方。

这个地方历世历代会有不同，

士师记到撒母耳记，

敬拜神的地方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

在示剑、伯特利，最后选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同一个时候只有一个地方被称作中央圣所中央圣所，，同 个时候只有 个地方被称作中央圣所中央圣所，，

只有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真神。



‧敬拜的破与立‧迦南崇拜的比较 ‧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2. 迦南的神明是有好多位 ─ 泛神论的敬拜，
他们觉得一个神明是不够的…

敬拜耶和华却是只有一位，

就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

3. 迦南人的敬拜里，有用到柱像、石像、各种神像。
耶和华神没有任何的形像，和华神 有 形 ，

 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

耶和华颁布十诫、跟他们立约的时候，

 今天基督教会不用任何神像来代替耶和华

耶和华颁布十诫、跟他们立约的时候，

他们只听到声音、没有看到任何的形像

 今天基督教会不用任何神像来代替耶和华，

而是比较注重听神的吩咐；

很多教会把讲坛放在教会前方的正中央很多教会把讲坛放在教会前方的正中央，

提醒我们 ─ 以神的话语作中心

‧敬拜的破与立‧迦南崇拜的比较 ‧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4. 迦南人的崇拜，只要遵行他敬拜的礼仪 ─
献祭、献礼物，就可以得到祝福。

圣经讲到，敬拜真神的人 ─
必须在道德 品德方面必须在道德、品德方面，

都跟圣洁的神要能够相称、表里一致；

不能说礼拜一到礼拜五 是世俗的生活不能说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世俗的生活，

礼拜六、礼拜天，在教会里过圣洁的生活，

这样是不合宜的

敬拜这位真神，
信仰 相调和

这样是不合宜的。

信仰跟生活，要能够相调和
敬拜跟伦理生活，必须是一致的

表表里如一，这是非常的重要。

‧敬拜的破与立‧迦南崇拜的比较 ‧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十三章 ─ 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引诱他们
去拜别的神，怎么办呢？

宗教领袖，有人自称是先知、作了梦、有神迹奇事显现，

要我们去拜别的神 要不要听从呢？要我们去拜别的神，要不要听从呢？

有些引诱可能是从我们的至亲而来，

来自家人 兄弟 配偶来自家人、兄弟、配偶…
要引诱我们去拜别的神，要不要接受呢？

有些是属于地方的文化、有很深乡土的情感，

甚至跟暴力威胁挂勾，怎么能够拒绝呢？

当本土意识高涨，用民族主义的思想

来排斥基督教、排斥对于真神的信仰，来排斥 督教、排斥对于真神的信仰，

我们怎么样来对抗他们呢？

‧敬拜的破与立‧迦南崇拜的比较 ‧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圣经讲到 ─ 敬拜独一真神，任何引诱
不管是从宗教领袖、至亲、有暴力倾向的人来的，

通通都要拒绝、不可以跟随他。

其他宗教 甚至有特异功能 神迹奇事 不是基督教独有其他宗教，甚至有特异功能、神迹奇事，不是基督教独有，

即使一个人经历过神迹奇事，不一定真正的跟从耶和华。

有一次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得到医治以后离开了，

只有一个人回来谢谢耶稣；

耶稣就说：

「得医治的不是十个人吗？

怎么只有一个人回来向我致谢呢？

你的信救了你！」



‧敬拜的破与立‧迦南崇拜的比较 ‧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一个人得到了神迹奇事、或是身体得到医治，

不一定在信仰上就能真正的转向、归向真神；不 定在信仰上就能真正的转向、归向真神；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

神迹奇事不是中间最大的原因；神迹奇事不是中间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区别 ─ 因信称义的道理，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代罪受罚的真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代罪受罚的真理。

我们所信仰的，我们所信仰的，
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行为，

而是单单靠上帝而是单单靠上帝，

因信得到神的悦纳，

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 ‧什一奉献

十二到十六章 ─ 以色列人就要进入应许之地，

有些律法的规定必须因地制宜，稍微做一些调整。有 律 须 制 ，稍微做 调整。

原本敬拜耶和华要献上祭牲，人可以在会幕一起享用

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

除了每年三次到圣所来敬拜神，

其他时间分散住在各人的地方，

摩 律

其他时间分散住在各人的地方，

离开圣所比较远

摩西在律法里规定 ─
1. 肉食不再只限于牛跟羊，还包括羚羊、鹿，

这些草食动物也可以吃、也属于洁净的动物
2. 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来宰杀，不一定都要到圣所
就把他们的肉食跟宗教可以完全无关。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 ‧什一奉献

3. 原来规定要献给神的，仍然只是在神面前来享用，
每年献上五榖、新酒、新油的十分之一，一，

献牛群、羊群头生的，平安祭、还愿献献……
这些献上都是神特别悦纳。

4. 限制不可以吃血，
创世记第九章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血代表人的生命创世记第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 血代表人的生命，

神按照自己的形像来造人，

我们尊重神 就不可以流别人的血我们尊重神，就不可以流别人的血。

圣经已经看到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道路后，经已经看到以色列人走过旷野的道路后，

进入应许之地，所占领居住的地方会会更宽广更宽广，

让离圣所比较远的地方的人，让离圣所比较远的地方的人，

仍然可以过丰盛的生活。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 ‧什一奉献

十四21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摩西五经共出现三次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 三十四章摩西五经共出现三次 ─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四章，

要守三个节期，也提到这件事情。

这个经文从古以来一直造成很多的讨论：

1. 以色列把它认作是一个分食的规定，

他勒目律法 ─
不可以把乳类制品跟肉类制品一起同用，

亚伯拉罕取了奶油和奶

不可 把乳类制 跟肉类制 起同用，

在同一餐里，吃乳类就不可以吃肉…

创十八8 亚伯拉罕取了奶油和奶，
并预备好的牛犊来…他们就吃了。

圣经经文并不支持 ─ 奶制品跟吃肉制品分开的规定。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 ‧什一奉献

2 属于迷信 禁忌 奶具有魔力

十四21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2. 属于迷信、禁忌，奶具有魔力，

会使乳牛不产奶、不生小羊羔。

3. 人道主义，小的羊羔还在吃母亲的奶，

这个时候就抓来 用母亲的奶来煮牠 不太人道这个时候就抓来、用母亲的奶来煮牠，不太人道，

教会历史好多有名的人，是这样子主张的…

圣经没有禁止把初生的、在吃奶的羔羊献祭给神，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二章 ─ 献头生的牲畜；

撒上七9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
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

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二章  献头生的牲畜；

献与耶和华作全牲的燔祭。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 ‧什一奉献

十四21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异教 的 俗 迦南宗教 样4. 异教中的习俗，迦南宗教以为这样

可以得到他们神明的祝福。

参照以色列北边乌加列，

有这样的文本 ─
这样敬拜的习俗，

可以得到神明的赐福。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四章、申命记十四章 ─
上下文都是跟异教崇拜有关系上下文都是跟异教崇拜有关系，

基本上就是禁止以色列百姓，

有敬拜异教的习俗在他们中间有敬拜异教的习俗在他们中间。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什一奉献，是给利未人做生活上的供应，

利未人得到什一奉献 再分出十分之一给祭司利未人得到什 奉献，再分出十分之 给祭司，

祭司自己也要什一奉献，献给神。

基督徒今天也是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供应基督徒今天也是得着上帝给我们的供应，

就把我们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

作为教会 切 传道 生 的所需

玛三10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作为教会一切圣工、传道人生活的所需。

玛三10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我在教会这样教导，自己家里这样来实行，教
得到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供应，一无所缺。

‧敬拜的破与立 ‧迦南崇拜的比较‧律法因地制宜‧什一奉献

把金钱十分之一分出来献给神，
或签一张支票，或签 张支票，

或把现金放在奉献袋里面，

奉献完就完了 ─ 这是 容易的事情。

罗十二1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奉献完就完了  这是 容易的事情。

身体献上， ，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我的时间 我的精力 我的才干 我的全人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才干、我的全人 ─
都奉献给神，

才是更大 更多需要操练才是更大、更多需要操练。

我们从奉献十一作为一个操练的开始，

这是上帝所悦纳，也是我们蒙福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