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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7月12日 安息日下午

更美好世界的藍圖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出埃及記 3 ： 7 ；馬太福音 22 ： 37 ‒ 40 ；出埃及記 22 ： 21 ‒ 23 ；申命記 14 ：
22‒29；26：1‒11；利未記 25：9‒23。
存心節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利
未記19：18）

在上帝的慈愛中，歷代以來總有與祂保持親密關係的人。在以諾、挪
亞、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人的故事中，我們看到上帝渴望與人類重
建破損的關係。但這不僅僅是為了這些少數人及其家庭利益。當他們與
上帝連結並被上帝賜福時，就成了更大計畫中的一部分，是要修復彼
此的關係並與他人分享上帝的祝福。「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
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
福。」（創世記12：2－3）因為他是蒙福的，所以他可以成為別人的祝
福。
這祝福要從以色列國，以及最終從這國出來的彌賽亞而來。隨著以色列
人的被造，上帝與整個國家同工。因此，祂賜給他們律法、規條、節期
和法則，這個生活模式使那些被上帝祝福的人也能成為他人的祝福。
無疑的，這個原則今天仍然存在。

■研究本週學課，為7月13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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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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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聽的上帝】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
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
道他們的痛苦。」（出埃及記 3：
7）
四百年的等待是漫長的，尤其是在
日益嚴酷為奴的條件下等待。上帝
曾經應許祂會回到祂的百姓那裡並
領他們出埃及，可是一代接一代，
他們卻還是在為那些拜偶像的欺壓
者建立財富和威望，而上帝卻似乎
一直保持沉默。
接著，上帝以一種獨特的方式顯現
自己。祂在曠野的一叢燃燒的荊棘
中，在一個不太可能成為領袖的
人、一個逃亡的王子和卑微的牧羊
人、名叫摩西的人面前顯現。祂給
了不太情願的摩西一份工作，這份
工作的第一部分是回到埃及的以色
列人那裡，帶著上帝已聽到並看見
他們受欺壓的信息，是的，祂確
實關心。事實上，祂正打算有所作
為，並以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他們的
處境。

閱讀出埃及記3：16－17。上帝要以
特別的信息，為這些人展開祂的計
畫，這對祂有何重要性？上帝的這段
話中什麼吸引了你的注意？

上帝並沒有就此止步。祂不僅有一
個更美好家園的計畫，祂也不打算
讓百姓從埃及的貧困中空手而回。
幾百年來，他們為埃及帝國的富強
做出了貢獻。上帝預見法老起初的
反抗，但祂向摩西保證以色列人會
因他們多年的苦役得到補償：「我
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們
去的時候就不至於空手而去。」
（出埃及記3：21）
在多年欺壓後，上帝藉著這個機會
為曾經為奴的他們建立了新社會。
祂希望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並
建立一個持續可行的社會模式。祂
的計畫是讓這新的社會模式成為
周邊國家的範本，就像亞伯拉罕一
樣，他們從上帝那裡領受的祝福也
將成為全世界的祝福。
上帝是看得見世人的苦難以及聽得見
他們呼求的上帝，這事對你而言有多
重要？這如何幫助你了解上帝？思考
出埃及記4：31。

星期一

7月8日

第2課／更美好世界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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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誡命】
閱讀馬太福音22：37－40，然後出埃
及記20：1－17。當你讀到十誡時，
耶穌對誡命的總結如何幫助你理解每
一條誡命？

十誡讀起來像是憲法。簡短的前言
列出十誡的基礎，即上帝拯救了祂
的子民之後，十誡便訂出了這個國
家建立的核心原則。在這個情況
下，列出了有關人類的具體命令，
就是人類該如何做才能活出他們對
上帝、以及對彼此的愛。難怪許多
具基督教傳統的國家都從這些指導
原則中汲取了法律基礎。

雖然十誡中很多條都很簡短，但
我們不應低估其影響的廣度以及
它們作為生活法則的全面性。例
如第六條誡命─ 「不可殺人」
（出埃及記 20：13） ，便總結且
包括了「『凡足以減短人壽命的不
正當行為』，以及『不肯照顧貧乏
和受苦之人的私心』。」懷愛倫，
《先祖和先知》，原文第308頁。
同樣地，「不可偷盜 」（見出埃及
記 20：15） 譴責「拐帶人口和販
賣奴隸和禁止一切侵略的戰爭」。
「『 它命令人清償正常的債務與應

付的工價』，同時也禁止『一切乘
他人的無知，軟弱，或不幸而作利
己之圖』。」懷愛倫，《先祖與先
知》，原文第309頁。

我們很容易告訴自己我們不是壞
人。例如：如果我們沒有直接參與
謀殺或明顯的偷竊，那看來我們做
人還算不錯。可是當耶穌談論到誡
命的時候，祂明確地指出誡命的實
踐並不僅是不做一些具體行為。反
之，我們的思想、動機，甚至是不
去做我們知道該做的事，都可能違
反上帝的律法（參照馬太福音5：
21－30）。
所以，想像一下在一個社會裡，十
誡中的每一條都被嚴謹看待並充分
貫徹。這將是一個活躍、充滿活力
的社會，每個人都以愛和關心彼此
的方式，滿懷熱情地實踐他們對上
帝的愛。
為什麼我們時常會以狹隘的方式閱讀
十誡，忽略了這些重要原則在我們生
活中的廣泛應用？為什麼狹義的閱讀
在實踐中更容易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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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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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寡婦、孤兒、外國人】
閱讀出埃及記23：9。上帝在這裡給
以色列人的信息是什麼呢？

作為剛獲得自由的奴隸，以色列人
非常理解什麼是欺壓、剝削和邊緣
化。當他們慶祝獲得自由時，上帝
希望他們不會忘記他們從哪裡出
來，被排斥的感覺，以及祂為了拯
救他們所做的一切。祂設立了逾越
節來紀念此事及往後覆述這個故事
的機會：「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
們從埃及為奴之家領出來。」（出
埃及記13：14）
閱讀出埃及記22：21－23。有關如何
對待以色列新社會中最不幸之人，他
們過去曾經為奴的記憶有多重要？

摩西被呼召與上帝一起度過更多時
光，當時十誡的吩咐言猶在耳，對
於這些偉大的誡命在以色列人的社
會中應該如何被遵守，上帝給了他
詳細的指示。甚至在建造會幕的指
示之前，上帝就以三章的篇幅教導
應如何正確對待奴隸的律法，這些

律法與以色列人經驗的待遇形成鮮
明對比。這些律法包括如何處理暴
力犯罪、財產、日常生活，以及設
立法庭以執行這些法律並執行公義
（見出埃及記第21－23章）。
這些法律中最突出的是有關如何對
待新社會裡的公民同胞，以及外人
和最弱勢之人的法律。這些人不應
被剝削；他們甚至被賦予尊重他們
獲得食物的方式和權利，例如從
收割後的田裡拾取麥穗。這種對待
「外人」和外國人的方式在古代社
會並不常見。甚至在今天，一些人
似乎也忘記了這段關於如何對待他
人的重要道德原則。
在你的經歷中，有什麼記憶能讓你對
他人的受苦或不公更有惻隱之心？

星期三

7月10日

第2課／更美好世界的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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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十分之一】

許多基督徒承認並遵循《聖經》關
於繳交或奉還十分之一的指示。
最常被引用的經文是瑪拉基書3：
10，這是一個簡單的公式，信徒將
他們收入或「增益」 的10%，用來
支持教會傳揚福音的工作。接受對
於十分之一的委託，教會通常對如
何使用這些金錢有嚴格規範，主要
用於支援福音事工和佈道。
閱讀申命記14：22－29。在這些教導
中，十分之一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當我們繳交十分之一時，我們的試
探就是認為我們已經完成了奉獻。
但是給予以色列人的指示表明十分
之一只是一個起點。研究表明，古
代以色列人會按照利未記的指導原
則生活和捐獻，他會定期的把一年
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用於上
帝的工作，支援祭司和會幕，以及
幫助窮人。
一些學者將這個奉獻──特別是用
於幫助外國人、孤兒寡婦的奉獻稱
為第二個十分之一。人們自然會享
受他們工作的成果並慶祝豐收。上
帝應許要賜福他們，尤其是在他們
的新賜的土地上，然而他們不應該

把這個祝福視為理所當然，或忘記
那些較缺乏福氣的人。

在平常時日，一年中收成的一份必
須送到會幕，從那裡分享出去。但
是每隔三年，就會有一個在他們自
己的區域中分享祝福的特別日子。
在這些慶祝收割的活動中，有一個
特別的重點，就是去關懷那些容易
被忽視或被遺忘的人： 「要分給利
未人和寄居的，與孤兒寡婦，使他
們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飽足。」 （申
命記26：12）
根據上帝的指示，至少有一些以色
列人奉獻的部分必須為有需要的人
提供經濟支援和實際幫助。同樣
地，這是基於人們對上帝如何仁慈
以及公義對待他們的記憶和感謝。

閱讀申命記26：1－11。耶和華對他
們說了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將此應用
在我們自己對待那些需要幫助之人的
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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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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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

上帝在應許之地等著祂的子民到
來，就是那群還沒有自己家園的以
色列人，祂深知這片土地的重要
性，因為這將是他們在迦南地建立
新社會的地方。在約書亞的帶領
下，上帝按各支派和家族單位有序
的分配土地給他們。
但是祂也知道，隨著時間推移，財
富、機會和土地所有權往往只會集
中在少數人手中。家庭困境、健康
欠佳、選擇不當和其他不幸可能會
導致一些土地擁有者為了短期利
益，或僅僅為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
土地，這意味著在未來的世代中這
個家庭的土地可能遭受剝奪。

上帝的解決辦法是立下不能完全出
售土地的命令。反之，土地只能出
售到下一個「禧年」， 屆時，土地
將歸還給原有的家庭，所有售出的
土地可由賣方或賣方家庭的成員在
任何時候將之贖回。上帝再次提醒
百姓，他們與上帝的關係將如何影
響他們與別人的關係： 「地不可
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
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利未記
25：23）
閱讀利未記25：8－23。如果這些原
則都獲得實踐，尤其是「你們不可彼
此虧負」這個原則，你認為社會將有
何不同？

「上帝所設定的條例是要增進社會
地位的平等。安息年和禧年的安
排，必可大大矯正這期間國家在社
會和政治問題上發生的錯誤。」懷
愛倫，《先祖與先知》，原文534
頁。
《聖經》歷史學家不確定這些經
濟和社會原則是否在任何重要時
期都被完全遵循（見歷代志下36：
21）。即便如此，這些規則還是提
供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視角，讓我們
得以一窺如果上帝的律法得到充分
遵守，世界將如何運作。此外，它
們強調了上帝對世上的窮人、被邊
緣化之人、以及公平實際關注時體
現的方式。

星期五

7月12日

第2課／更美好世界的藍圖

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先祖和先知》，〈給
以色列的法律〉，原文第303－314
頁; 〈上帝對窮人的照顧〉，原文
第530－536頁。

「此外，為窮人另有適當的安排。
摩西所傳的律法除了承認上帝的需
要之外，其中沒有什麼比向窮人表
示慷慨，仁愛，和接待的精神再明
顯的了。上帝雖然已經應許大大的
賜福與祂的百姓，但祂的意思並不
是要使他們中間完全沒有窮人。祂
曾說，地上的窮人永不會斷絕。祂
的百姓中間總有一些窮人，需要他
們發揮同情、憐愛、慈善的心。此
外，人總不免遭遇不幸、病痛，和
財產上的損失，正如今日一樣；但
是只要以色列人遵從上帝所給他
們的教訓，他們中間總不至於有
乞丐，或受饑餓痛苦的人。」 懷
愛倫，《先祖和先知》，原文第
530－531頁。
「這些條例的設立，對富人的幫
助並不少於窮人。這些辦法必能
克制人貪婪和自高自大之心，而培
養慈善的高尚精神；各階級之間既
存在著善意和信任，就必增進社會
的秩序，鞏固國家政府。我們都是
組成人類社會的一分子，是彼此息
息相關的；所以我們所作幫助人造
就人的事，終必反而是幫助自己，
造就自己。」同上，原文第534－
5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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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在上帝給予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藍圖
裡、關於他們所要建立的社會中，哪
些特質、律法或規定，最吸引你的注
意（無論是在本週的研究課程中或是
從你更廣泛的閱讀中）？
2在上帝給祂子民的律法中，你認為
祂為什麼如此關注最弱勢的人？
3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理解和應用這些
律法？我們如何決定哪些是適用的和
與我們今天相關的？從這些關於以色
列人如何管理他們的社會和生活的詳
細指示中，我們能學到哪一項最重要
的功課？

總結
上帝聽見在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的哀
聲就介入拯救他們。祂尋求與他們建
立一種特殊的盟約關係，並與他們共
同努力，建立一個可以成為萬民祝福
的新社會，即使是那些經常被遺忘、
被邊緣化以及軟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