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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摩西之約 

Matthew- The Mosaic Covenant 
⾺馬太福⾳音 Matthew 1:1; 出埃及記 Exodus19:1-20:17 

 
唐興  

9/18/2016 
 

經⽂文： 太 1:1︔； 出 19:1-20:17（參：出 20:18-24:18） 

 

前⾔言： 

太 1:1 是新約的「歷史的序⾔言」 

摩西之約是為了成就亞伯拉罕之約⽽而設⽴立的 

 

什麼是舊約? 

舊約許多時候是指：舊約聖經（Old Testament Scripture），又時候是指：舊約時

期 (Old Testament Dispensation)︔；新約中常⽤用舊約 (Old Covenant)＝摩西之約與新

約對比。︒保羅也⽤用「律法」這個字來表⽰示摩西之約，或是摩西之約中的「道德律

法」。︒ 

 

從聖約的角度來看，亞伯拉罕之約和摩西之約都是為了執⾏行亞伯拉罕之約⽽而設⽴立的。︒

⽽而新約是亞伯拉罕之約的屬天層次的應驗（也是恩典之約的應驗）。︒ 

 

出 6:2-9 

2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3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

的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道。4 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

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5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也記念我的

約。6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

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做他們的苦工。7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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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作你們的上帝。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

之重擔的。8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

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華。』」9 摩西將這話告訴以色列人，只是他們

因苦工愁煩，不肯聽他的話。 

 

這⼀一段經⽂文有幾個重點： 

1. 顯現的耶和華＝道成⾁肉身之前的彌賽亞 

（我從前向…⋯顯現） 

2. 執⾏行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執⾏行恩典之約＝迦南地（屬地和屬天的預表）

（我也紀念我第約，紀念具有執⾏行的意思） 

3. 摩西是摩西之約的中保＝彌賽亞透過摩西執⾏行亞伯拉罕之約的雙重的應許

（神曉諭摩西，摩西向以⾊色列⼈人說） 

 

中⼼心思想： 

彌賽亞透過中保摩西設⽴立啟動摩西之約，並啟⽰示和執⾏行亞伯拉罕之約

雙重的祝福 

 

這些聖約的應許是相關連的，應許的實現是漸進發展的。︒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是藉

著摩西之約和⼤大衛之約的執⾏行來實現的。︒上個主⽇日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之約的雙重應

許和祝福：屬地的應許和祝福包括：國度、︑後裔、︑君王︔；屬天的應許和祝福包括：

救恩，神的國度和新天新地。︒當屬天的君王來到，當彌賽亞道成⾁肉身來到世上親⾃自

啟⽰示和執⾏行實現亞伯拉罕之約屬天的應許時，⼀一切屬地的、︑預表性的祝福，與迦南

地有關的祝福，就終⽌止了。︒但是，許多摩西之約中，無論是道德律法、︑禮儀律法還

是司法律法的本質還是繼續的，這些都是為要達到最終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

撒冷」的完成的應許。︒ 

 

我們要帶著這樣的認識去看摩西之約。︒ 

 

經⽂文解釋：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                                                                         All Saints Reformed Presbyterian Church Irvine 

	  

	   3	  

A.  摩西之約的呼召（19:1-6） 

第 1-2 節：告訴我們事件發⽣生在以⾊色列出埃及之後的第 3 個⽉月，地點在西奈山。︒

以⾊色列⼈人，⼤大約有 2.5～3.5 百萬⼈人，20 歲以上有 603,550 萬戰⼠士（民 1:44），在西

奈山停留了 11 個⽉月 5 天。︒他們在離西奈山⼤大約 2 英⾥里的地⽅方安營。︒ 

第 3－4 節－摩西是摩西之約的中保（來 3:5-6︔；8:6）彌賽亞，顯現的耶和華，向

摩西之約的中保說話。︒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說話。︒並且提到「雅各家」以及出埃及的

事件。︒這暗⽰示了亞伯拉罕之約應許的應驗，430 年後，神把亞伯拉罕的後裔從為奴

之地拯救出來。︒ 

第 5－6 節 –神向摩西啟⽰示出埃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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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因為全

地都是我的。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

以色列人。」 

 

這裡講到「國度」、︑「神的⼦子民」、︑「律法」和「⽴立約」，明顯與亞伯拉罕之約的

國度和後裔的應許有關。︒亞伯拉罕之約只講到國度和後裔，這裡把國度和國度⼦子民

做了進⼀一步的啟⽰示：「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並且要藉著⽴立約來執⾏行達成。︒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這裡到祭司國度和聖潔的國民有兩個層次。︒這裡的聖潔的國民

和祭司包括了，全部的猶太⼈人，全部外⾯面受割禮的聖約團體，也包括了那些真猶太

⼈人，⼼心裡受割禮的猶太⼈人。︒ 

 

彼前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得前書 2 章，指出所有的「真信徒」都是被揀選第族類，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

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因此，從恩典之約的角度，從永恆救恩的角度來看，這裡

的國度和⼦子民是指舊約時期的真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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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裡的國度和⼦子民已經是⼀一個雙重的⽬目的：地上的以⾊色列國︔；和天上的神

的國度。︒所以摩西之約在同時執⾏行兩個層次的應許，⼀一個是外在的地上的以⾊色列國

度的應許，⼀一個是與救恩有關的神國度的應許。︒地上的以⾊色列⼦子民中，有真的以⾊色

列⼈人，屬於天上神國度的⼦子民。︒他們⽣生在舊約時期，⽣生在摩西之約之下。︒ 

 

第⼆二，我們看到以⾊色列從⼀一個「家族」到⼀一個「國家」，以⾊色列家族的國家化。︒

國家必須具備外在形式的條⽂文化的法律。︒ 

 

第三，這個雙重的特質告訴我們另⼀一件事：這個國度是最後神國度的預表。︒Vos 

指出：以⾊色列的歷史是神刻意塑造的，為要反映出神的⼦子民在以

後的世代中所有的重要情況。︒（保羅在林前 10:1-11，把以⾊色列⼈人的經歷看

為是新約的預表/榜樣/鑒戒 tupos） 
 

第四，摩西之約的祝福的基礎，絕對不受遵⾏行律法的好⾏行為，⽽而是亞伯拉罕之約

⽩白⽩白恩典的原則。︒摩西之約要告訴我們的另⼀一件事：律法的要求和標準永遠不會改

變，⼈人也無能⼒力遵⾏行，無論是屬地的還是屬天的祝福，都是神全權的恩典。︒ 

 

我們看到整個摩西之約的本身被記錄在 20-31 章，32 章講到摩西之約被破壞的⾦金⽜牛

犢事件，34-35 章講到重⽴立聖約和重造法版，36 章-章講到會幕的製作和⽴立起。︒整個

11 個⽉月 5 天的西奈山⽴立約就完成了，以⾊色列從此就成為⼀一個神治的政體，神直接

透過中保摩西治理祝福祂的百姓，百姓必須按照神的律法⽣生活，按照神的律法敬拜，

預表描繪了將來屬天的神的國度的情形。︒Vos: 以⾊色列独特的组织的重要性，

正确的价值在于，其神治的政体完全地预表了完全的神的国度，在新

天新地终极完成的状态。︒ 
 

我們今天因為時間有限，要把重點放在摩西之約的道德律法、︑司法律法和禮儀律法

上⾯面。︒現在讓我們來看摩西之約的頒布：20 章 1 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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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摩西之約的頒布（20－31 章） 

1. 歷史序⾔言（20:1） 

神[ים יָך]你的神－[ְיהָו֣ה]吩咐這一切的話說：2 「我是耶和華[ֱאֹלִה֔ 曾將，[ֱאֹלֶה֑֔
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a. 這是「約書」的開頭，所謂的「歷史的序⾔言」，講到耶和華，是那⼀一位創造天

地的神，是祂把以⾊色列⼈人從埃及救贖出來。︒耶和華（adonai）是聖約的主的名

字︔；神（Elohim）是創造天地的主。︒ 

b. 出埃及的意義 

1) 從異族的奴役下被釋放出來： 

2) 從罪中被釋放出來：在神百姓的歷史中，外在的捆綁通常都伴隨者對耶和華屬

靈上的不忠。︒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受埃及⽂文化和拜偶像的影響，對於認識神

的真知識幾乎喪失。︒他們從世俗⽂文化的⿊黑暗進入神特殊啟⽰示的光照中。︒  

3) 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實現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屬地的應許和屬天的應許。︒ 

 

因此，歷史的序⾔言說明了⼤大君王的名字，以及⽴立約雙⽅方的歷史。︒這裡，與亞伯拉罕

之約不同的地⽅方是：亞伯拉罕之約是單⽅方⾯面的約（因為亞伯拉罕在⽴立約時沒有經過

分開的動物屍體），在 19:8，百姓都同聲回答：「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

⾏行。︒」摩西就將百姓的話回覆耶和華。︒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在密雲中臨到你

那裏，叫百姓在我與你說話的時候可以聽⾒見，也可以永遠信你了。︒」 

 

接著，就是道德律法的頒布：20 章 1-17。︒ 

2. 道德律法（20:1-17） 

a. 道德律法就是⼗〸十誡，Ten Words, ⼗〸十誡的本身包括了：祝福與咒詛，成為約書的

主要部份。︒祝福和咒詛是分散在⼗〸十條誡命中間的：5 節是對拜偶像者的咒詛，

節是對受誡命者的祝福。︒12 節是對孝敬⽗父母者的祝福。︒ 

b. 禮儀律法和司法律法，可以說是道德律法在宗教⽣生活，和⼀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

實際應⽤用。︒ 

c. 三卷書（the three books）反映出耶穌基督的三個不同的職分：君王、︑祭司和先

知。︒（Lange, John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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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律法在救贖歷史中的地位＝摩西之約與其他聖約的關係 

⾏行為之約中的律法 

16 耶和華上帝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17 只是分別

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在神與亞當的關係中我們看到了律法的原則：祝福與咒詛取決於是否遵⾏行神的命令。︒ 

羅⾺馬書 2 章 15 節，講到在⾏行為之約之下的外邦⼈人，律法的功⽤用刻寫在他們⼼心裡。︒

因此，顯明神的律法在⾏行為之約中是在⼈人的⼼心裏的。︒⼈人的道德本性是與⽣生具有的，

這個道德本性的基礎就是：神的律法。︒墮落後的⼈人類的是非⼼心顯明此事。︒ 

亞伯拉罕之約對律法的要求（創 12:1︔；22:16-18） 

16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我便指

著自己起誓說：17 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

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18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

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雖然，亞伯拉罕之約是單⽅方⾯面的約，但是，亞伯拉罕仍然必須遵⾏行神的命令，神的

律法，才能得著應許的祝福。︒當然，祂遵⾏行的能⼒力也是出於神的恩典，是福⾳音的應

許，是成聖的果⼦子，⾒見證了他稱義的信⼼心。︒福⾳音並沒有排除律法的要求，⽽而是成全

了律法的要求。︒ 

 

摩西之約對律法的啟⽰示 

摩西之約頒布的「道德律法」有許多不同的意義： 

1) 道德律法明確訂定了「義」的標準 

義是：個⼈人的，完全的，持續不斷的遵⾏行神的律法，不但是外在⾏行為上，⽽而且

是⼼心思意念上的遵⾏行。︒ 

a) 與基督的關係 

亞當⾏行為之約的要求在這裡得到完全的啟⽰示。︒成為耶穌基督，作為末後的亞當

必須完成的⼯工作：成全律法，⽽而不是廢去律法︔；要完成⾏行為之約的要求。︒ 

道德律法包含了耶穌基督所要順服的內容：基督的主動順服（羅 5:18） 

成為神透過彌賽亞中保君王統治、︑管理和祝福神國⼦子民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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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神的百姓 

i. 在屬地祝福的層⾯面：所有的以⾊色列⼈人，外⾯面受割禮的和⼼心裏受割禮的真猶太⼈人

都在道德律法的要求下，這是屬地祝福的標準。︒統治屬地以⾊色列國的律法。︒ 

 

ii. 在屬天祝福的層⾯面：所有要得著救恩，是靠著神所賜的新⽣生命，所產⽣生的信⼼心，

使得基督完全的「義」歸算在他們身上：稱義。︒然後，把基督的「義」作在他

們身上：成聖。︒成為真猶太⼈人的祝福。︒ 

 

iii. 兩個層⾯面的祝福都是⽩白⽩白的恩典：以⾊色列⼈人得著應許迦南地不是因為他

們的義，不是因為他們滿⾜足了摩西之約的要求，⽽而是因為亞伯拉罕之約

無條件的應許。︒預表⽩白⽩白恩典的救恩。︒ 

 

摩西在申命記告訴要進迦南的新⼀一代以⾊色列⼈人，他們得著應許之地不是因為他

們的義，⽽而是因為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 

申 9:4－5 

「耶和華－你的上帝將這些國民從你面前攆出以後，你心裏不可說：『耶和華

將我領進來得這地是因我的義。』其實，耶和華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是因他

們的惡。5 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義，也不是因你心裏正直，乃是

因這些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上帝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又因耶和華要堅

定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 

 

在利未記 26:章，顯現的耶和華，彌賽亞在西奈山要摩西告訴以⾊色列⼈人如果他們

遵⾏行律法，按照神所定的規範敬拜神、︑守安息⽇日（26:1-2），就蒙（屬地的）祝

福，若是悖逆就受懲處，趕出應許之地（26:31）： 

申 26:31 我要使你們的城邑變為荒涼，使你們的眾聖所成為荒場；我也不聞你

們馨香的香氣。32 我要使地成為荒場，住在其上的仇敵就因此詫異。33 我要

把你們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趕你們。你們的地要成為荒場；你們的城邑

要變為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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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以⾊色列在受懲處後剩下的⼈人若是悔改認罪的話，神就要按照亞伯拉罕

之約的應許，使他們歸回： 

 

利 26:39-46: 

39 你們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敵之地消滅。 

40 「他們要承認自己的罪和他們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並且承認自

己行事與我反對，41 我所以行事與他們反對，把他們帶到仇敵之地。那時，

他們未受割禮的心若謙卑了，他們也服了罪孽的刑罰，42 我就要記念我

與雅各所立的約，與以撒所立的約，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並要記念這

地。43 他們離開這地，地在荒廢無人的時候就要享受安息。並且他們要服罪

孽的刑罰；因為他們厭棄了我的典章，心中厭惡了我的律例。44 雖是這樣，

他們在仇敵之地，我卻不厭棄他們，也不厭惡他們，將他們盡行滅絕，也不背

棄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我是耶和華－他們的上帝。45 我卻要為他們的緣

故記念我與他們先祖所立的約。他們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從埃及

地領出來的，為要作他們的上帝。我是耶和華。」46 這些律例、典章，

和法度是耶和華與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藉著摩西立的。 

 

這些經⽂文說明了後⾯面以⾊色列地上國度的歷史，也預表了基督徒永蒙保守的屬天

祝福。︒因此，神的確會管教祂所愛的百姓（來 12:4-12）。︒這是聖經⼀一貫的原則：

神管教祂的百姓，使他們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

來 12:1-2，結出義的果⼦子。︒ 

 

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的祝福看⼟土地的應許：實際的以⾊色列國的屬地層次，和預

表的屬天層次。︒得著地上的迦南地是出於神⽩白⽩白的恩典︔；預表得著救恩和承受

新天新地也是出於神⽩白⽩白的恩典。︒ 

 

弗 2: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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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9 也不

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

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2) 道德律法是要全部選民（舊約和新約）知道什麼是「義」然後有「罪的真知識」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律法的頒布在救恩的層次上的⽬目的，是要全⼈人類都認識

什麼是罪。︒罪就是無法達到義的標準：無法持續不斷地、︑完全地遵⾏行神在西奈

山所頒布的律法。︒ 

這樣，蒙揀選的真猶太⼈人，在聖靈的運作之下認罪悔改，得著與我們⼀一樣的救恩。︒

對外⾯面受割禮的猶太⼈人⽽而⾔言，他們雖然蒙了光照、︑嚐過天恩的滋味、︑又與聖靈有分，

並嚐過神善道的滋味、︑曉悟來世的權能（來 6:4-8），卻沒有得救。︒ 

 

羅 3:19-20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

在上帝審判之下。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稱義，因

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叫人有罪的真知識） 

 

新約對律法的啟⽰示 

從以⾊色列整個民族在律法下失敗的歷史，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暫時性的安排，恩典之

約的屬天的福氣，要接著這些暫時性的安排來施⾏行。︒恩典之約終極的施⾏行，在新約

應驗時，是要把律法刻寫在神百姓的⼼心裡，使他們喜愛並且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

當然不是說，舊約時期就完全沒有這樣的施⾏行，舊約的時候是藉著許多外在的屬地

的形式來施⾏行的，⽽而且侷限於以⾊色列民族。︒舊約的福⾳音就是這樣施⾏行的。︒ 

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

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34 他

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

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

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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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與摩西之約的不同地⽅方是：新約不在律法之下，不靠摩西律法的執⾏行，不執⾏行

律法的懲處，⽽而靠神的管教，和更豐富的特殊啟⽰示的光照，無限量聖靈的運⾏行，透

過「信⼼心的道」把律法刻寫在⼼心裡。︒ 

 

主耶穌的登山寶訓，就是在啟⽰示律法刻寫在⼼心裡的情形，描述當神的特殊啟⽰示使⼈人

⼼心意變化更新之後的外在⾏行為。︒保羅在羅⾺馬書從另外的角度來說明這個神聖的救贖

之⼯工是如何施⾏行在蒙揀選者的身上，在說明了罪、︑律法、︑義，到稱義和成聖的真理

之後，他在 12 章講到⽣生活應⽤用前，把此發⽣生在信徒身上的⼯工作，總結為：「把身

體獻上，當作活祭的敬拜：就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从新约与旧约的比较和新约最终的揭⽰示和安排的考量上，律法的负⾯面评价就出现了。︒

从另⼀一⽅方⾯面⽽而⾔言，当把旧约本身看为是⼀一个实体，⼀一个本身是暂时性的实体，以旧

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这样就必须考量到其正⾯面的元素，⽽而这些正预⽰示

（prefigure）以及盼望预先等待（anticipate）新约的到来。︒这样，我们就发现在神

治政体中的确有真正的福⾳音。︒（Vos） 

 

3. 禮儀律（20:18-26︔；利未記 1-8 章） 

2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向以色列人這樣說：『你們自己看見我從天上和你們

說話了。23 你們不可做甚麼神像與我相配，不可為自己做金銀的神像。24 你要

為我築土壇，在上面以牛羊獻為燔祭和平安祭。凡記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裏賜

福給你。25 你若為我築一座石壇，不可用鑿成的石頭，因你在上頭一動家具，就

把壇污穢了。26 你上我的壇，不可用臺階，免得露出你的下體來。』」 

 
第 22 節，在敬拜中領受神的特殊啟⽰示／真理 

講到特殊啟⽰示的領受。︒特殊啟⽰示的領受是敬拜的⽬目的：神與祂的⼦子民說話，和他們

相遇。︒ 

第 23 節，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敬拜神 

你不可⽤用任何你所造的物件與我⼀一起敬拜。︒這是第⼆二誡命的延伸。︒第⼆二誡命是所有

道德律法的基礎，這裡是講到敬拜。︒意思是：我從天上和你們說話，你不需要⽤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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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自⼰己想出來的⽅方法，與我的話放在⼀一起，來敬拜我，我向你們說的話就是靈，

就是⽣生命︔；我的話就是真理。︒換句話說就是：你們必須在聖靈，就是在真理中敬拜

⽗父（約 4:23）。︒ 

24-26 節，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敬拜模式 

⼟土壇和⽯石壇，是⼀一種原始形式的祭壇，是敬拜的中⼼心，是領受神特殊啟⽰示的特定地

點（亞伯拉罕－創 12:7︔；以撒－創 26:25︔；雅各－創 28:18︔；申 27:5︔；約書亞在以巴

山－書 8:30）。︒ 

不可⽤用台階，學者認為那是迦南⼈人的敬拜的祭壇形式，露下體是表⽰示顯露罪的意思。︒

（WBC） 

 

⾺馬太亨利(Matthew-Henry)說：沒有任何其他形式的敬拜，比他們的先祖⼀一直採⽤用

的⽅方式還要莊嚴，還要好。︒以⾊色列⼈人必須在神所指⽰示的地⽅方，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式

敬拜，⼀一直到最後聖殿成為固定的敬拜地點和敬拜⽅方式。︒今天我們也要同樣的，按

照神所命令的⽅方式，在神的教會敬拜神，⼀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到來。︒ 

 

恩典之約的⼀一開始，從創世記開始我們看到這個⼀一貫的原則，⼀一直到新約，約翰福

⾳音 3：23-24，把敬拜的真理啟⽰示出來了。︒ 
23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在聖靈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祂。」24 神是靈，所以拜他的必須 

在聖靈，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祂。」 

 

其實，剛才出 20:22-26 節的經⽂文就顯明了整個恩典之約的敬拜原則： 

1）按照神啟⽰示的⽅方式敬拜神。︒ 

2）彌賽亞在敬拜中啟⽰示真理，向祂的百姓說話︔；神的百姓蒙福——聖靈藉著基督

的話得到⼼心意的變化更新。︒ 

3）敬拜的形式不可以受到世俗⽂文化的影響。︒（亞伯和該隱的敬拜，拿答和亞比⼾戶

的凡⽕火獻祭，以⾊色列的拜⾦金⽜牛犢…⋯以⾊色列⼈人被擄） 

 

V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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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颁布- 在⼀一般的意义，所有的律法和命令最终都是神藉着⾃自然启⽰示从⼈人的良

⼼心⽽而来的，但是，在特殊的意义上，耶和华直接地启⽰示了祂的律法。︒换句话说，耶

和华亲⾃自履⾏行的任务本来是⼈人类君王所要作的...宗教的主权和国家的王权集于耶和

华，以至于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和政治⽣生活是相互交织的。︒ 

•･以⾊色列独特的组织的重要性，正确的价值在于，其神治的政体完全地预表了完全

的神的国度，在新天新地终极完成的状态。︒ 

•･政治和宗教⽣生活领域的融合，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你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

度，圣洁的民族”（出⼗〸十九 6）。︒ 

 

4.  ⽴立約儀式（24:1-18） 

築壇，獻祭，念約書，灑⾎血（⼀一半在壇上，⼀一半在百姓身上） 

出 24:8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

⽴立約的憑據。︒」 

出 24:11 

他們觀看神︔；他們又吃又喝。︒ 

出 24:15  

摩西上山，有雲彩把山遮蓋。︒16 耶和華的榮耀停於西奈山︔；雲彩遮蓋山六天，第

七天他從雲中召摩西。︒17 耶和華的榮耀在山頂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狀如烈⽕火。︒

18 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〸十晝夜。︒ 

 

5.  會幕的建造（25-31 章） 

在啟⽰示階段： 

建材的選定 （25:1-9） 

約櫃和施恩座 （25:10-22） 

陳設餅桌（25:23-30） 

⾦金燈台（25:31-40） 

會幕本身（26:1-37）-象徵神與祂的百姓同在 

25:9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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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0 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立起帳幕。︒ 

27:8 都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做。︒（燔祭壇） 

31:11 膏油和為聖所⽤用馨⾹香的⾹香料。︒他們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 

在建造階段：重複 16 次：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 

出 25:22 

21 要將「施恩座」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裏。22 我要

在那裏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

色列人的一切事。」 

羅 3:25- 

神顯明基督是「施恩座」（挽回祭）。 

出 29:42  

這要在耶和華面前、會幕門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我要在那裏與你們

相會，和你們說話。43 我要在那裏與以色列人相會，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

為聖。44 我要使會幕和壇成聖，也要使亞倫和他的兒子成聖，給我供祭司的職分。

45 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作他們的上帝。46 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

的上帝，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要住在他們中間。我是耶和華－他

們的上帝。」 

 

結論：神居所的建造就是：神的城、︑天上耶路撒冷的建造，教會的建

造都必需按照神所啟⽰示的樣式建造。︒保羅在《羅 10:5-17》告訴我們，

坐在寶座上的基督今天仍然透過祂所差遣的傳道者 preacher，所傳講的

「信⼼心的道」向蒙揀選者說話，與他們相遇。︒ 

 

6. 設⽴立安息⽇日（31:12-17） 

7. 刻寫法版（31:18） 

18 耶和華在西奈山和摩西說完了話，就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是上帝⽤用指頭寫的⽯石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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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摩西之約的破壞（32 章） 

1. ⾦金⽜牛犢的敬拜：破壞神的真理，破壞「蒙恩之道」，混亂神的話，按照⾃自⼰己

的⽅方法敬拜神 

2. 利未⽀支派：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誰站在耶和華的那⼀一邊︖？ 

出 32:25  

摩西見百姓放肆（亞倫縱容他們，使他們在仇敵中間被譏刺），26 就站在營門中，

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裏來！」28 利未的子孫照摩西的話行了。那一

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千。29 摩西說：「今天你們要自潔，歸耶和華為聖，各人

攻擊他的兒子和弟兄，使耶和華賜福與你們。」 

 

結論： 這個事件所傳達的是整本聖經⼀一貫的信息：聖約的破壞是從虛假

的敬拜/私意的崇拜開始的︔；從該隱的敬拜，⼀一直到啟⽰示錄中教會被引

誘⾏行姦淫，吃偶像之物（啟 2:20-22）的背後是撒旦仇敵的攻擊。︒這也

是神在創 3:15 節所設⽴立的敵意，為要試驗祂的百姓是否聽從祂的誡命，

以及教導他們又知道又學習未曾曉得的戰事（⼠士 3:1-4）。︒摩西之約的

破壞也預⾔言了舊約以⾊色列地上國度，在暫時預表性的層⾯面確實彰顯了

終極國度的模型，但是卻無法持守律法⽽而失敗，等候盼望神國度在新

約時期的終極實現（啟 21:1-3）。︒ 

  

D.  摩西之約的重新頒布帳幕的製造和⽴立起 

出40:9  

用膏油把帳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帳幕和一切器具成聖，就都成聖。10 又要

抹燔祭壇和一切器具，使壇成聖，就都成為至聖。11 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

聖。12 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門口來，用水洗身。13 要給亞倫穿上聖衣，又膏

他，使他成聖，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分；14 又要使他兒子來，給他們穿上內袍。15 

怎樣膏他們的父親，也要照樣膏他們，使他們給我供祭司的職分。他們世世代代凡

受膏的，就永遠當祭司的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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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40:16  

摩西這樣行，都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17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帳幕就立起來。 

 

重複8次：「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 

 

出40:34 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35 摩西不能進會幕︔；

因為雲彩停在其上，並且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帳幕。︒36 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

以⾊色列⼈人就起程前往︔；37 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直等到雲彩收上去。︒

38 ⽇日間，耶和華的雲彩是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

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 

 

帳幕的⽴立起、︑⼤大祭司的受膏抹、︑永遠祭司的職分，都預表了新約時期的五旬

節：耶穌基督復活升天，進入天上的帳幕（來 9:11）受聖靈的膏抹成為屬天

的永遠的⼤大祭司，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因此也領受了聖靈。︒舊約的會幕⽴立起和

新約的五旬節是對應的救贖歷史。︒ 

 

結論： 

摩西之約設⽴立的⽬目的： 

 

1) 摩西之約的設⽴立是為了要執⾏行亞伯拉罕之約的應許。︒ 

 

申 1:8 
8 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 

申 6:10 
10 「耶和華－你的上帝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你的地。︒ 

 

申 9: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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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你的上帝將這些國民從你⾯面前攆出以後，你⼼心裏不可說：『耶和華將我

領進來得這地是因我的義。︒』其實，耶和華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是因他們的惡。︒

5 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義，也不是因你⼼心裏正直，乃是因這些

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上帝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又因耶和華要堅定他

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6 「你當知道，耶和華－你

上帝將這美地賜你為業，並不是因你的義︔；你本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申 29: 10–15 

 「今⽇日，你們的⾸首領、︑族長、︑長⽼老、︑官長、︑以⾊色列的男丁，你們的妻⼦子兒女，和

營中寄居的，以及為你們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華－你們的上帝⾯面前，12 為

要你順從耶和華－你上帝今⽇日與你所⽴立的約，向你所起的誓。︒13 這樣，他要照他

向你所應許的話，又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作

他的⼦子民，他作你的上帝。︒14 我不但與你們⽴立這約，起這誓，15 凡與我們

⼀一同站在耶和華－我們上帝⾯面前的，並今⽇日不在我們這裏的⼈人，我也與他們

⽴立這約，起這誓。︒ 

 

2) 亞伯拉罕之約屬地的應許的實現是靠著神的恩典，但是要留在應許地上

享受長久的安息，就必須遵⾏行摩西之約，否則就會招致聖約的懲處。︒ 

 

申 30:15-20 
15 「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陳明在你⾯面前。︒16 吩咐你愛耶和華－你的上

帝，遵⾏行他的道，謹守他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數增多，耶和華

－你上帝就必在你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賜福與你。︒17 倘若你⼼心裏偏離，不肯聽從

，卻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18 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你們必要滅亡︔；在你過約旦

河、︑進去得為業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長久。︒19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

⽣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20 且愛耶

和華－你的上帝，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

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和華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所賜的地上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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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31:20 
20 因為我將他們領進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那流奶與蜜之地，他們在那裏吃得飽⾜足，

身體肥胖，就必偏向別神，事奉他們，藐視我，背棄我的約。︒21 那時，有許多禍患

災難臨到他們，這歌必在他們⾯面前作⾒見證，他們後裔的⼜⼝口中必念誦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