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09-2010
出谷紀 #7：西乃山立約和十誡

TGQ = Tim Gray Study Set Questions
TGR = Time Gray Study Set Responses
TGCD = Tim Gray CD Set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FATHER =A Father who Keeps His Promises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Sze Go Chinese Bible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出 19-23
撒上 3:9

B

西乃山下預告立約

出 19:1-9



像鷹般將以色列背在翅膀上的天主 – 巧妙運用形像，表
現像母親般温柔的愛和憐惜、像鷹從高處盤旋著的監視
和保護，將以色列從埃及挾離，安放天主聖山的巢穴
中。從燃燒的荊棘叢中顯現，透露了自己名字，用奇蹟
異事將以色列救離埃及，在曠野用水和瑪納養活他們，
用鷹的翅膀背著他們，最後安全抵達聖山，現在天主在
再乃山向祂的淨配「求婚」，只望她說「我願意」。

TGR7-1, 申 32:10
TGQ33



作為萬邦中天主的長子(出 4:22)，天主聖意是要以色列
成為祂的「特殊產業」，即皇家產業，是君王專用的，
是天主的特別選民。為了天主，他們「應成為司祭的國
家，聖潔的國民」，如長子要行使司祭職去領導家人，
為他們事奉；以色列也要像司祭般，領導萬邦，為它們
事奉，使成為聖潔。不是用武力去領導，是用聖潔的力
量。

出 19:5-6
TGR7-3，Father
146-7



以色列的司祭職，預告著新以色列 – 教會 – 的司祭
職，同時反影著每一個領了洗，領受了基督的司祭職的
人，所應做的工作和應過渡的生活；教會「應成為司祭
的國家，聖潔的國民」。

伯前 2:9，羅
12:1，得前 4:3，
CCC1546, Father
146-7



「凡上主所吩咐的，我們全要作。」與法郎不同，天主
不強迫以色列服從。以色列的答覆和瑪利亞的答覆互相
輝映，兩者皆天主選民代表，前者的服從是反覆的，後
者的服從是永遠的，成果各異，二者皆盟約的先聲。

TGR4, B. Buby,

Mary of Galilee,
II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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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訂立西乃山盟約

出 19:10-25



「到曠野裏，向上主我們的天主獻祭」(出 5:3)的目的，
終於達到。「天主的聖山」成了一個重要和有特別意義
的聖經形象：從摩黎亞山開始，至西乃山和熙雍山，甚
至葛法翁山，都指向和預告同一事物 - 基督的教會。

TGR7-1，依 25:68，59:20，若
4:21，希 12:22



五旬節與頒布十誡的關係。根據猶太傳統計算五旬節。

SN1



「到第三天應準備妥當，不可接近女人。」證明聖經對
性有偏見？這是在法律的限制下看性的結果。聖經不但
不低看性，而且將性結合看作是神聖的，奧妙地指向基
督和教會的結合，聖三本體互為內在最完美的共融；性
不應被崇拜，卻是獨特的崇拜方式；不是獸性行為，是
禮儀性和聖事性的崇高行為。

弗 5:22-33，SN2



在嚴厲和令人戰慄境況中，梅瑟在西及山頒佈了舊約律
法；在和諧氣氛中，耶穌與羣眾一起，在葛法翁山上，
頒佈新約律法 – 真福八端。

SK 瑪 5:1ff 註
5，路 6:17ff

SK 出 19 註 5，希
再看舊約嚴厲的天主。這不但與祂在新約的形像不互相
矛盾，反使人明白(一)法律的隔絕和約策性已被自由輕快 12:22
的救恩所打破；(二)人本來不配「 走近了那可觸摸的
山，那裏有烈火、濃雲、黑暗、暴風、號筒的響聲以及
說話的聲音…然而[因主基督]你們卻接近了熙雍山和永
生天主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接近了千萬天使的盛
會」，因此，應感謝基督。
十誡和盟約書
出 20-23


D



十誡 – 出 20:1-17，在出 20:19，以民不要天主同他們說 NJBC3:34,
話，從出 20:22-23:33 是天主透過梅瑟所立訂的「盟約
法」(Covenant Code)，用案例就當代和當地境況，表明
天主聖意。十誡是以色列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Father, pp.146-7
Independence)：盟約法是憲法，後被法律書 – 申命紀 –
取代。



應在盟約關係內行使十誡：「十句話」的第一句話，叫 TGR7-5
人記得天主首先愛了祂的子民：其次才是真正的誡命… SN3
道德生活其實就是回應上主主動的愛，不是用善功換取
得救。
資料搜集
踰越節、五旬節和帳棚節的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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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聖經研討會 2009-2010
出谷紀 #7：西乃山立約和十誡

1. 根據猶太傳統計算五旬節：
出谷紀經文
有關記述
多少天
19:1
離開埃及國後，第三個月初一那一天，到了西乃曠
野。(正月十四離開，共六星期。)
19:2
一天行程
19:3-15
梅瑟二次上山
19:10-15
梅瑟訓誨百姓，「第三天都應準備妥當」(「第三
天」即到了西乃曠野後第七天)
19:16
第三天早晨(即到了西乃曠野後第七天)，山上雷電交
作，濃雲密布…
19:20
頒布十誡
總共
(Sources: Dr. T. Gray, Adventures in Exodus, CD #7, track 3; NJBC 16:32, 7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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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hort, the Christian revolution transforms sexual union from something that is worshiped
into something that is worship. When lived sacramentally and liturgically, spouses are not
seeking ultimate satisfaction in their union. Rather, they find in their union a sign, a
foreshadowing, of ultimate satisfaction…This means every diaper change, every commute to
the workplace, every birthday card given to one‟s spouse is part of the every day „liturgy‟ of
married life. But just as the Church‟s liturgy reaches its summit in the bodily offering of the
Eucharist, so too does the liturgical giving of married life become „most evident when the
spouses, in giving themselves to each other in love, bring about that encounter which makes
them one flesh‟ (Letter to Families 12) ” (Christopher West, Heaven’s Song, pp.130-1)

3. “The Law was given so that grace would be sought; grace was given so that the Law would
be fulfilled.” (St. Augu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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