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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救恩的盼望 
二．从摩西到大卫 (1500B.C. ~ 1010B.C.) 

 

创世记记载了几个“起初/开始”：天地万物的开始，人类的开头，罪的开始，救恩的开

展，以色列民族的起初(先祖)以及神应许的开头。这些“起初”不是独立的事件，而是神

在永恒里设定的救恩计划的相关事件。这些事件在救恩计划中是息息相关的。 

 

(创3:15)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

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要字：分别善恶；后裔；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圣经内容：出埃及记 ~ 撒母耳记上 

 

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居住了四百年，成了大族，但是却是埃及法老的奴隶，被苦待甚至

要被灭族。神对亚伯拉罕的“大国”的应许悬於一线，好像毫无希望。在这个时候，神亲

自做工了。祂以摩西为代言人，亲自拯救以色列人，并且於他们立约。神是他们的神，他

们的王，他们是祂的百姓。神最终将他们领进了应许之地-迦南，他们成了大国。但是，

神要如何藉此使地上万族得福？ 

 

以色列进了迦南，开启了士师的时代。但是神所拣选做为祂子民的以色列百姓，重覆了巴

别塔的罪，去祭拜假神，没有一心一意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他们甚至厌弃神，不愿意神

做为他们的王，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位王，像外邦人一样。神似乎无法透过祂所拣选的

来成就祂的应许。神如何藉亚伯拉罕后裔的大国造福万族呢？那位“要伤蛇的头的女人的

后裔”究竟在那里？ 

 

出埃及与邝野漂流 

 

“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见证人是容易忘记过去的恩典的，纵然是几百年

前的事。“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

这地去了。”更是人惯於猜忌的天性。以色列的后裔，希伯来人，在埃及受苦待，“他们

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祂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祂就兴起摩西去带领他们从埃及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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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7-10) 7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

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8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

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

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9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

样欺压他们。 10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

来。” 

 

出埃及 

(出 12:12-14) 12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

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 13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

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14 你们要记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出 13:1) 1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2 “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

别为圣归我。” 

 

属灵上有两个基本意义：救赎和分别为圣。这些都予表耶稣基督的救恩。 

救赎的必要：为奴的以色列人是无法自行挣脱被奴隶的景况的。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是耶

和华神主动的拣选差派摩西。神透过他在法老和百姓面前行神蹟，最后使法老降服，以色

列百姓得以脱离在埃及为奴的日子。 

救赎的信心：在十灾的最后一灾 – 灭长子 – 被宰杀的羊羔代替了头生的，涂抹在门框和

门楣上的羊羔的血是救赎的记号，当神看见这血的记号，就越过他们，灭长子的祸必不临

到他们身上。 

分别为圣：出埃及也代表神的选民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归給神，是被洁净的，是圣洁

的。神子民的圣洁不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品性或德性，而是神的工作，神使他们成为圣洁，

被算为圣洁。 

 

立约与律法 

 

(出 19:1-6) 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2 他们离

了利非订，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3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

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4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

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5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

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6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

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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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与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立约，祂要做以色列的神，他们要分别为圣做耶和华神的子

民。神与百姓立约在先，颁佈律法在后。以色列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不是

因为因为他们遵守了神颁佈的律法，而是神拣选他们使他们“归於”神。神颁律法給他

们，要他们行律法，是要他们从万邦中“分别出来”，见证主恩，荣耀主名。 

 

约柜与会幕 

 

约柜与会幕是神与人同在的印证，但神是不住人手所造的屋宇。神指示摩西造会幕和约

柜，又允许所罗门建圣殿皆因祂爱祂的百姓，要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住。会幕(及后来的

圣殿)也是为百姓的软弱着想，让他们有一个肉眼可见的敬拜中心。但这后来却成了他们

的网箩。“24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 4:24). 

 

(出 40:1-16)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2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 3 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

幔子将柜遮掩。 4 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 5 把烧香

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 6 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 7 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

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 8 又在四围立院帷，把院子的门帘挂上。 9 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

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 10 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

成圣，就都成为至圣。 11 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 12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

口来，用水洗身。 13 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14 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 15 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

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16 摩西这样行，都是

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出40:34-38) 34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35 摩西不能进会幕，

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 36 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

人就起程前往； 37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程，直等到云彩收上去。 38 日间，耶和

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

是这样。 

 

(列上 8:10-11) 10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11 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

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列上 8:27-30) 27 “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

建的这殿呢！ 28 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

祷、呼吁。 29 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

的话。 30 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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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祭与律法 

 

利未记中记载的献祭和律法规条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

活，一个分别为圣与神相交的生活。其最终目的是作万民的中保，也就是神在对亚伯拉罕

的应许中的“万国因他而得福”。基本上以三方面来启示“分别为圣”真理：1）献祭的

制度：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使人对罪的严重性有深刻的认识。2）律法的观

念：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神对人的生活和行为的标准。3）刑罚的制定：凡干犯律法的，

必要受刑。神的圣洁是绝不更改/妥协的。 

 

叛逆与邝野漂流 

(民 14:26-35) 26 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27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

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 28 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

永生起誓：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 29 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

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 30 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

唯有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 31 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

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 32 至于你们，你们的尸

首必倒在这旷野。 33 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

首在旷野消灭。 34 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

道我与你们疏远了(my displeasure/what it is like to have me against you)。’ 35 我耶和华说

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 

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五节记载了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判决. 这

个判决主要有两部分: 1) 整个民族将在邝野漂流四十年; 2) 二十岁以上的男丁都将死在邝

野. 这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死在邝野中的至少有六七十万人之多. 神对以色列的刑罚真是严厉

啊! 为什麽以色列百姓不肯进迦南,竟招来神如此严厉的审判? 过去他们也曾经多次悖逆神,

刑罚都没有这次来的严重. 

 

以色列百姓在邝野十次试探我这十次(民 14:22): 

1. 过紅海 (出 14:10-14) 

2. 瑪拉的苦水 (出 15:22-26) 

3. 在汛的曠野抱怨没有食物吃 (出 16:1-3) 

4. 超收嗎哪，將嗎哪留到早晨 (出 16:19-20) 

5. 在安息日出去收嗎哪 (出 16:21-28) 

6. 在利非訂抱怨沒有水喝 (出 17:1-7) 

7. 西乃山拜金牛犢 (出 32) – 三千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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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他備拉發怨言 (民 11:1-3) 

9. 起貪慾，不要嗎哪 (民 11:4-9) 

10. 探子窺探之後，以色列人的不信 (民 13,14) 

 

11.可拉党叛乱 (民 16:1-40) 

12.民怨摩西亚伦 (民 16:41-50) – 一万四千七百人被杀 

13.在米利巴抱怨沒有水喝 (民 20:2-13) 

14.在何珥山抱怨神和摩西 (民 21:4-9) – 火蛇与铜蛇 

15.在什亭犯淫乱,拜巴力毗珥 (民 25:1-9) - 二万四千人被杀 

耶和华再次与百姓立约 

 

(申 29:1-6) 1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

所立的约之外。2 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

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 3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

神迹并那些大奇事。 4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 5 我

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6 你们没有吃

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要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你们的神。 

 

(申 30:19,20) 19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

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20 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

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 

 

进入与征服迦南 

 

过约但河，行割礼和过逾越节 

 

(书 5:1)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

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 

(书5:9-12) 9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

名叫吉甲，直到今日。10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

节。 11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12 他们吃了

那地的出产，第二日吗哪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吗哪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

的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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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邝野漂流四十年之后，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都死了。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

迦南。在他们开始征服迦南之前，神让他们经历过约但河的神蹟，好让他们体会上一代出

埃及过红海的经历。神又要他们行割礼做为他们为神的子民的記号。这也是神在他们的身

上重申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逾越节与其他不同之处在於他们开始吃迦南地当地的出

产，吗哪就止住了。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书 5:13-15) 13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14 他回

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

有什么话吩咐仆人？” 15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

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与神在耶利哥城外的相遇对亚书亚而言是无比重要的。做为摩西的助手四十年，他第一手

看见神与摩西的关系，但他自己从未面对面面对神。他没有像摩西的亲身经历。如今他将

担起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迦南。他需要神給他一个确据。“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

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句话一定让约书亚想起耶和华曾经也向摩西说过同样的话(出

3:5)。 

 

耶利哥城与艾城的征战 

 

以色列征服迦南的头两个战役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艾城的失败曝露了百姓败坏的本性。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与上一代似乎没有什麽差别。 

 

征服迦南与分地 

 

(书 11:23) 23 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

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争战了。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服，但并没有完全佔领迦南全地，因为他年纪老邁。神要约书亚

将地分給各支派，要各支派自行赶出属地的迦南人。可是我们读到的是“他们没有赶

出”。以色列人悖逆的本性斑斑可见。他们的悖逆成为他们日后的网箩。正如神在申命记

31:16 对摩西说的“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

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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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坏的士师时代 

 

士师记的第一章记载以色列百姓在约书亚过世之后继续对迦南地的征战。可惜的是我们看

到征战的结果一直重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这就带出了神在第

二章的审判：(2:1-3)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

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 2 你

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

呢？ 3 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

必做你们的网罗。” 从此以色列民就在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中： 

 

(2:16-19) 16 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17 他们却不听

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

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18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

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

耶和华后悔了。 19 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

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给士师时代下了一个註解：(21:25)“ 25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

意而行。”这句话正确且深刻的描写了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属灵状况。在表面上，他们是没

有王，没有像外邦人一样有王治理他们。以色列百姓希望他们能像外邦人一样有一个看得

见的王来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后来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王。(撒上八章) 他们要一个“使我

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

战”的王。他们全然忘了他们有一位王，他们有万军之耶和华为他们的王。他们忘了在西

乃山立约的时候耶和华对他们所说的： 

(出 19:1-7)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2 他们离了利非订，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3 摩西到神那里，耶

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 4 我向埃及人所

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5 如今你们

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

的。 6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

人。”7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 
8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

复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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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8:6-10) 6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 7 耶和华

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

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8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

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9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

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他们不是没有王，而是他们厌弃祂，厌弃这位肉眼看不见的王，这位与外邦人的王不同的

王。他们的先祖，经历过神大能的拯救，脱离了在埃及为奴的捆绑，在邝野尝过主供应和

护卫的恩典，也在西乃山亲眼见到神的荣耀。这些都是出埃及的先祖世世代代的教训。是

他们“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的， 也是”系在手上为记号，戴

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的。(申 6:4-9) 他们没有神是因为他

们厌弃神，忘了他们的先祖约耶和华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他们是神子民的国民条例。 

 

虽然士师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悖逆神，厌弃神，但我们看见神并没有离弃他们。当他们受欺

压扰害，神听见他们的哀求，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悔改，转向专一

的更从神。他们没有觉悟到每一次的外邦人的欺压扰害，都是神的管教，为要使他们认知

神是他们的王，他们唯一的救主。 

 

以耶和华为王的大国 

 

原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的大国(创 12:1-3)是一个祂，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要亲自

住在祂的选民当中，而亚伯拉罕，以撒，雅个的子孙就是祂所拣选要成为属祂的子民，归

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此得福。但是，整个情势的发展好像

完全与神的计划悖道而驰？耶和华要为以色列的王，但百姓却厌弃祂。神有备份计划吗？

神的下一步要怎麽做呢？ 

 

路得记 

 

谁是路得记的重点人物？路得？波阿斯？还是拿俄米？ 

为什麽特别记载这件在士师时代的事件？跟神的应许有什麽关联？ 

 

扫罗与大卫 

 

扫罗和大卫是圣经中以色列最著名的两位国王。他们两人都是神所拣选与膏抹为以色列王

的，但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撒上13:14),，而扫罗则是神所厌弃的(撒上15:23)。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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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研究了他们的生活，这两人的生命中都有难以置信的失败。扫罗没有听从耶和华

的命令，而大卫却犯下该用石头打死的奸淫和杀人罪。如果两个人一生中都有严重的罪过

，为什么一个人被拒绝而另一个人被祝福？最大的区别就在於他们两人在面对自己的罪时

的反应。 

 

扫罗对罪的回应 

 

当先知撒母耳向扫罗指出他违背主的命令时，扫罗没有承担自己的罪过，而是试图为自己

的行为辩护。他为自己的不服从辩解，没有认自己的罪过并寻求宽恕，并辩称他的罪过没

什么大不了的。他把过错推给其他所有人，而不是指向自己。(撒上15:31) 扫罗有一个美

好的开始。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他的恩膏是值得庆祝的。然而，由于他的罪过和拒

绝悔改，耶和华离开扫罗，拒绝他的后代继续为以色列的王。 

 

大卫对罪的回应 

 

大卫也犯下可怕的罪过，甚至比扫罗的更可怕，但他的回应与扫罗截然不同。正如先知撒

母耳在罪恶中面对扫罗一样，先知内森也将面对大卫。当先知拿单向大卫指出他的通奸和

谋杀阴谋时，大卫立即回答“我得罪耶和华了！”(撒下12:1-15) 大卫全然为自己的罪过负

责，而不是找藉口。大卫并以一首优美的诗篇《诗篇五十一》详细描述了他这段时间所经

历的思想和情感。 

 
1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2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3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4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

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思考问题 

 

“女人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应许”, “神的拣选”, 与 “合神心意的人” 之间有什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