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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民事法-----出埃及记 21-24章 

 

上一课我们讨论了律法的第一部分，即道德法，也可称为十诫。出埃及记接下來的四章

（21-24章）则论述了民事法，在出埃及记中称为约书（出 24:7）. 民事法的论述从

（出 21:1）开始（也可说是从 20:2节开始），一直到第 23章。之后另有一章讨论了

他的应用，这部分的律法可说是十诫中的道德原则，在民事法律中的延伸和应用。之

后则是有关圣殿建筑结构和祭司功能的律法，即祭祀法，记录在 25-40 章中。这三类

律法----道德法 以色列民事法和祭祀法---贯穿了整个旧约圣经。 

1 这些法律是否适用于今天呢？ 

这里提出了一个貼切的问题，就有多少旧约中的律法仍适用于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今天

会象过去的以色列人那样献祭，將违反某些律法的人处死，比如：巫术，亵渎和同性

恋,在当时的以色列,都是死刑。但是另一个方面，旧约中的律法是神的規定。难道我

们可以对神说:我们今天只遵守其中的某些律法，而不遵守另外的一些律法嗎？对于

这个问题有三种回答。 

A 传统观念 

传统的回答是根据道德法，民事法和祭祀法三类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般认为，

道德法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代。因为它代表了神的道德特征，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

所造，神的特征永不改变。因此侮辱父母，谋杀，通奸，偷窃，撒谎等永远是错误的。 

至于其它两类律法，因种种原因已不适用于今天。民事法不适用今天，因为民事法

是神赐给被神直接管理的以色列国的法律。当时的以色列是个神权政体，是人類歷史

上唯一属于此类的国家。 因此世界上其它国家可以自由地制定他们自己的律法，而他

们也根據所定的律法體系去執行。祭祀法不适用于今天，因它是預表后来耶稣 基督救

贖的工作。而耶稣的救贖已经成就了。 

B 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律法的行使已被神的恩典所取代。从整

体意义上说，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罗 6:15）。我们已从律法中解

脱，无需再服从祭祀法，民事法，甚至十诫。 教条主义认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

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加 5:1） 

那么基督徒是否就可以去偷，去杀人和做坏事呢？不！没有人会这样说。对这个问

题有两种回答： 

其一，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时，我们就接受了圣灵，主的生命就活在我们之中。因为我

们有了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之中，我们就要遵行耶稣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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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十诫中之九诫都在新约中以其它形式出现，应被作为神的永恒旨意来行。只

 有一条在新约中没有重复的是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 20:8）。

因     

为我们已有主日（Lord’s day），无需再守此诫。 

C 神治派（Theonomy） 

近年来，有一个新派崛起，它与教条主义背道而驰。教条主义认为除了新约中重现

的道德法的部分，基督徒不必遵循旧约中其他的律法。这个称为神治派（Theonomy）

的，坚持所有的法规都必须执行。而且不仅基督徒如此，世界上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

都应执行，那怕那些非基督徒的国家，他们可能不知道此律法或不接受此律法，但

也应当执行。 

1 神治派究竟是什么？ 

基本上，神治派认为：“律法的每一个字都应被基督徒遵守，直到耶稣再来

的时候。神治派要按照律法重建社会，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名字“复兴派”的来

历。这也就是说要脱离民主，重建一个圣经中所记述的社会，甚至是拥有奴隶

的社会。也就是说信巫术，不守安息日，叛教，亵渎，通奸，同性恋，强奸，

乱伦等等都会被处死，国家有责任施行这些惩罚。” 

神治派并未提出推翻现有国家来建立此国。他们并不要革命。相反他们期待

“基督国”是因福音的传播，大部分人都变成了基督徒而自然形成“基督国”。

因此神治派相信的末世论是后千禧年论。他们期待在未来的基督千禧年或者是

黄金时代耶稣将通过教会来统治世界。 

2 对神治派的评估 

复兴主义主要靠它对神律法的关注和一个公义的由耶稣基督统治的未来社会

的异象来吸引人。但它有很大的弱点，至少它的反对派是这样认为。一个弱点

是它的前后不一致。它坚持所有的律法都必须被执行。但他们又知道这不可能

包括祭祀法。我们不能重行献祭，因为耶稣已为我们献祭了。因此至少部分律

法是今日无法实施的。更进一步，耶稣在新约的教导已超越了旧约的律法，为

基督徒确立了重要的新标准。例如，旧约的报复性法律(lex talions):“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

21:24-25）。这段描述的并不为针对具体的个案，而是一个简单普遍适用的判

案原则：惩罚与罪行相适宜，即不过重，也不太宽松。 一个人的不幸不应变成

一个快速致富的方式。耶稣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太 5:39）。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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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也重新解释了旧约的饮食法，他教导说“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

秽人”。马可对此解释到：“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可 7:19）。 

另一个弱点是神治派的后千禧年论。基督徒为正义祷告，并尽最大努力去实

行它。但若无耶稣基督大能的再来，我们不可能在人世中见到一个完美国家的

建立。保罗讲神的审判之日，“神即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

们的人”（帖后 1:6），“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

现”（帖后 1:7）。而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等待。 

D 应用的基本原则 

1 强调一致性的地方。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这三种观念是很不同的，难以协调。因此只能希望他

们的共同点不会失掉。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认为道德法是仍适行的。尽管他们用

了不同的理由来解释。再有，他们都认为祭祀的律法已被耶稣的献身赎罪所取代，

因而更要了解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2 强调基本原则而不是细节 

唯一关于民事法的实质性不同是它是否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也就是我们在此篇

学习中所要解决的。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不同派别的信徒也是有某些共同点的。不

管今日那些非宗教的政府是否应该实行以色列的民事法，民事法实际上已包括了现

今的基本人权及以人权为基础的司法公正。因此即使我们不接受此法的细节，即

“我们必须确切按旧约律法去做”， 我们至少可以说“在神权国的以色列正义是

以此法的形式表达”。并问自己“如果我们想要把他们应用于现今的法律系统，将

用何种形式来表达”？如果在法律系统中这么做是不可能的话，我们就应当问自己，

“我们如何在教会组织中和我们与他人及我们的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实施这些原则？” 

3 接受不同观点的存在 

II 律法书---出 21:1-23:33 

基于以上原则，让我们看一下约书中的民事法。其中哪些有可能应用于我们今日国家法

律，特别要看看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我们可先把这些法律按新国际版圣经的副标

题分一下组。 

A 有关希伯来奴隶的律法---- 出 21:1-11 

令有些人不能理解的是圣经似乎是接受奴隶制度，而不是谴责它为一种罪恶。但是

我们应该理解奴隶制几乎存在于大部分的古代国家。当时的经济依赖于它。而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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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也在摆脱奴隶制，只不过是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把奴隶变为自由人，以及认同

他们作为人所拥有的平等权利和机会。这些基本道德法的变化是从出埃及记开 始的。 

1 不存在永久性的非自愿性奴隶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与希伯来奴隶有关的律法中一个特别点，那就是不存在一个

永久的非自愿的希伯来奴隶对希伯来主人的服从关系。一个人可因债务，战争或出

生而成为奴隶。但这个不是永久性的。第一条有关希伯来奴隶的法律说：“他必服

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出 21:2）。从其律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主人

不仅要让他的奴隶第七年可以自由，还要提供给他们羊群，禾场和酒醡，他因此可

以开始新的生活，而避免再次成为奴隶。（申 15:12-15） 

2 对家庭的尊重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对家庭的尊重。即使是奴隶的家庭，如果奴仆在开始服侍

主人时已有妻子，当他获得自由时，他有权带她一起离开。如果他的妻子是主人所

赐予的，他的妻子则要留于主人，直到她自由的时候来到。（这与美国早期对待奴

隶家庭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3 奴隶有选择永远为仆的权利 

这套律法中第三个令人注意点就是：如果奴隶愿意，他有权选择永远为仆。这

点可以说明当时以色列的奴隶制并不是很糟糕，奴隶仍保有尊严，有权去决定他自

己的未来。 

4 出售奴隶之女为仆 

第四条是关于出售奴隶之女予他人为奴。这条律法保护了她的权利，特别是她

拥有丈夫和家的权利。她不应被轻视。如果她被买来为主人的之子做妻，她就应有

如同做主人女儿一样的权利。这些律法认同即使是奴隶，也是按神的形象所造，因

而应得尊重。 

 

B 有关人身伤害的律法-----出 21:12-36 

民事法的第二部分是关于人身的伤害，他们可分为 3类，这三个方面彼此有重复。

1）蓄意谋杀和无故伤人；2）非致死的身体伤害，包括劫持，致残，甚至恶语伤人；

3）动物所造成的伤害。 

1 谋杀---出 21：1-14 

旧约对谋杀处理的很重。创世纪 9:6 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须被人所

流”，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杀人者必被处死，这不是轻慢生命。正

相反，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取人之命则是重罪，必以死惩处。但蓄意谋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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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过失杀人，后者不是故意的预先策划的，而是事故所为。对此种案例，没有设

立专门的法律惩罚。因为过失杀人者会处于死者亲属报复的危险中，律法提供了避

难所，使误杀人者可以逃避报复（出 21:13）。这里提到了几个避难的城市，3 座

由摩西所立，位于约旦的东部（申 4:22）,另有 3 座城位于西部，由约书亚所立

（书 20）。 

2 人身伤害---出 21:15-27 

有关人身伤害的律法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律法不分社会地位。法律的等级区

别，通常存在于古时其他的法律系统中，例如有名的汉莫拉比法典。而这里每个人

都受到保护，个人人权是被认同的，即使是一个奴隶。 

3 动物所造成的伤害---出 21:28-36 

这套法律的重点是关于疏忽。如果一个动物，如公牛害死了一个人，这个动物

是危险的，要被处死。但是如果此公牛的主人知道它是危险的，而不加以小心管理，

此主人则要承担责任，并可能被处死。因牛主人之死不能使任何人得益，又有律法

规定，他可以以赔偿来赎买自己的生命。 

所有对人身和财产损伤的情况下，都必须要给予补偿。 最有意义的是在所有的

律法中，没有任何定罪是因为反对政府或政府部门而定罪下狱的。定罪都是因造成

他人的损伤而需要给予的赔偿。这是一条重要原则，也是被考虑用来改革现今的律

法。因为将那些非暴力的罪犯下狱是不明智的，无效益的，也是不公平的。与其将

这类罪犯下狱，不如让他修复损坏的财产，或补偿受伤害的人。 

C 有关个人财产的律法---出 22:1-15 

这一部分律法强调了赔偿的原则。在这里，事故性损害，即“不是故意的”和不负

责任，盗窃和欺诈所造成的损害被区分开来。如果无罪的话，则无须赔偿，因为世界

不尽完美。但是由于不负责任或欺诈造成的损害，根据罪的轻重，犯罪人必须以 1 比

1 ，1比 2，甚至 1比 5的比例来赔偿受害人。 

有关法律分为三类 1）有关盗窃的法律（出 22:1-4）；2）有关财产的损伤（出

22:5-6）；3）有关欺诈的律法（出 22:7-15） 

D 有关性及社会道德的律法（出 22:16-31） 

初看出埃及记 22:16-30，好像是一些彼此不太相关的律法，但放在一起其实不像

表面所见，它们彼此是有联系的，这些律法是有关勾引处女（16节），巫术（18节），

与动物发生性关系（19 节），拜偶像而不拜耶和华（20 节），占外来人，孤儿， 寡

妇和穷人的便宜（21-27 节），亵渎（28 节）和供奉，特别是供奉头生的（29-3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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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律法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圣经中，信徒与神的关系被比做夫妻关系。神代表

丈夫，他的子民是新娘。再有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是一面镜子，反映了神是如何对待我

们的。犹太人不应恶待外邦人，因为它们自己就曾是埃及的外邦人，就像我们这些外

邦人基督徒当年也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神”（弗 2:12）。他们应该帮助穷苦人，因为他们

也曾是穷苦人，是神帮助了他们。 以色列人应奉上地里初熟之果及他们头生的儿子和

牲畜给神，因为神曾击杀埃及人的头生子，却越过了他们。最重要的一节是最后一节

经文：“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31节）。这在旧约里多处出现（利 11:44-45；

19:2；20:7），而且也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重点（彼前 1:15）。 

E 公平和宽恕的律法---出 23:1-9 

这里大部分的律法是有关法庭公义的。“不可随伙散布谣言”，接着是“不可与恶

人联手妄作见证”（第一节）；“不可随众行恶”，接着“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

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第 2,3 节）。贿赂在古时的

东方包括以色列都是很普遍的（撒上 8;3;诗 26:10；箴 7:23；赛 1:23；弥 3:11），它

使公义无法实施，所以必须反对（8 节）。最后一节禁止占外邦人的便宜，原因在前

面已作解释（21 节），但在这里可能主要针对对外邦人的不公平待遇，而不仅是对他

们不敬的待遇。 

F 安息和庆典律法---23:10-19 

这些律法与安息日，安息年，以及年度庆典有关。我们可能觉得它应该在祭祀法的

部分。他们之所以被放在这里是因为这些法律与土地（及穷人和动物）有关，并且涉

及到神的主權。 

1  安息法 

正如奴隶不会永远辛苦劳作无指望，而最终会得到释放---6 年之后，他会获得

自由---土地也不应一直使用而不休息。它一样也要有安息年而得以恢复其生命力。

当然人们并不总是这样去做。他们无休止的使用土地，正如当今的人无休止的工作

一样。后来以色列人长达 70 年的巴比伦被掠之灾，被解释为是必要的，来补偿那

些以色列人未遵守的休息年（代下 36:21）。实行安息年，每 50 年有一个盛年，

称为禧年并有其专门的法律。关于安息年休耕土地的律法预见了以色列人将定居于

迦南地，耕作那里的土地。与此可见相应的是下一部分（14-19 节），讲述了一年

内 3 大节期，以色列的男人一年要 3次去圣殿朝拜耶和华。 

2 节期 

a 除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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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年第一个节期，时间在初春，用以纪念出埃及。它与逾越节同时开始，

持续 7日。这个节期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就开始了。 

 

b 收割节 

第二个节期在新约里被称为五旬节。五旬节意为第 50 日，它相应于旧约中

的七七节，因为它是在除酵节之后的第 7星期（利 23:15-21）。 

 

c 收藏节 

这第三个节期也称住棚节，它在 10 月底或 11 初，持续 8 日，与除酵节的 8

日相对应，它之所以被称住棚节是因为神告诉以色列人在户外建棚居住来度过

节日。此节是用来提醒以色列人在人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在旷野中游荡时，神

所赐予他们的恩典。 

3 保持洁净(Kosher) 

这部分的最后一节好像很奇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

23:19）。对此的解释是因为用母山羊的奶煮献祭的羔羊是迦南地的习俗。这是犹

太人保持洁净及洁净煮食的基础。Kosher 的意思是“洁净”，“仪式性的”或

“适当的”。聖經注釋家認為這是古時一種迷信的邪術，因為在收藏節（又名住棚

節，利廿三 34—36，39—43，參六一題）以後，有人就將這奶灑在田地菜園裡，

或是果木樹根上，便可以在來年出產豐收。但有人認為這是當時一種極有營養價值

的食物，因而傷生行出如此残忍不人道的事來，乃為神所禁止的。── 李道生

《舊約聖經問題總解(上)》 

 

III 两件总结的事请----出 23:20-24;18 

两件总结的事情 

1）神应许以色列人在他们未来的征战中与他们同在并彰显大能（出 23:20-30）。     

2) 记录了神如何与以色列人立下盟约（出 24）。 

A 预言以色列人未来的胜利。 

神应许要将以色列人之敌逐出迦南地来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盟约。神答应给亚伯拉

罕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月发拉底大河之地”并将已居住在其中的人驱逐出去（创

15:18-19）。神又提到，他不会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些，因为土地将会荒芜。他要渐渐

的将他们从那里撵出去，等待以色列人数增多，能够占领那里的土地。神又警告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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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不可与当地人立约或允许他们留居，因为他们会使以色列人背离神。（出 23:32-

33） 

这里所提到的天使不会是摩西或其他普通天使，因为他的话语是这样至高无上。只

可能来自于神。这必是那立约使者（赛 63:9，玛 3:1），即我们知道的三位一体的第

二位-耶稣。他在（约书亚记 5:13-15）中被记载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B 立盟约---出 24:1-18 

最后的一章记录了盟约是如何确立的。他是以献燔祭和歃血的方式来确立的。当摩

西宣读了盟约后，众以色列人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 24:7）。 

这些活动记载中一点令人惊奇。在出埃及记后面的 33 章，摩西要求面见神，神回

答：“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 33:20）”。但在这里的 24

章讲到“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

色列的神”（第 9 节）。不过这里并不矛盾，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因此这里不可

能指摩西，祭司和长老们，实际上面对面见到了神，而是他们通过看到难以描述神的

光耀，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启示。 

IV 应用 

以色列人的经历可以说是奇妙的。但新约则教导今天的信徒不要追求从神而来的

特别启示，并提醒我们将会得到更好的。希伯来书写道“弟兄们，我们即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

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

用清水洗净了，就到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的神的面前”（来 10:19-22）。也就是

说，我们要无顾虑的去追求神。 

但是我们必要以“顺服的信心来追求”。当盟约被宣读给以色列人时，他们回答

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出 24:7）。你是带着对耶和华的信心而来到

神的面前的吗？你愿意顺服神对你的一切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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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二十五~三十一章; 討論日期 2/14/16 及 2/21/16 

0. 分享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信息. 

 

 

1. 请读出埃及记 25:1-22 

a.在 25:2 中神对我们的奉献的态度有什么要求？ 

  

 b.神要他的子民奉献什么？ 

 

c.请读代上 21:24 罗：12:1及林后 8：2-5，什么是现在神要人们奉献的？ 

 

d.你奉献给神的是什么？ 

 

 

e. I. 建造圣所的目的是什么？ 

 

   II.请读林前 6:19 现在神的住所在哪里？ 

 

f. 根据利未记 16:14-16，施恩宝座的目的是什么？ 

 

2.请读出埃及记 25:23-28:43 

a 利用新约的约翰福音 6:35,48; 8:12; 9:5;马可福音 15:38及希伯来书 10:20来解释法

版/桌子（table of showbread）,灯台（lampstand）及内幕/幔子（inner veil/Curtain）

预表基督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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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在 25:40 及 26:30 中，神叫摩西要完全按照他在山上给他的指示去做，你认为摩西

对神如此详尽的指示有什么感觉呢？ 

 

  II. 当你得到详尽的指示去服事神时，你的反应如何？ 

 

c.从出埃及记 27:1；40:6；及列王记上 8:64 中，你认为祭坛的用处在哪里？祭坛要放在

哪里？ 

 

d.说明灯常常点着所表示的意义？ 

 

e.再读出埃及记 28 及希伯来书 5:1-5 亚伦如何成为祭司？ 

 

 

 

 

3.读出埃及记 29 

a.虽然神告訴摩西神自己要如何去膏亚伦及他的儿子為祭司，你认为由摩西去執行這膏立

的礼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b. I. 亚伦在执行祭司职务以前必须先洁净自己，这个要求告诉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为 

      人带求或是引人信主，自己必须如何预备自己呢？ 

 

 

 

   II.哪一家人是你目前为他带求的呢？ 你是否预备自己做君尊的祭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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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读出埃及记 30,31 章 

 a. 在 30: 1-10节中告诉我们必须在香坛上不断的烧香，并献祭，我们將如此的指示 

    应用在我们每日祷告的生活中呢？ 

 

 

 

 b. I.在 30;11-16 每个人必须奉献多少赎金呢？ 

 

    II.为什么富人和穷人付相同的金额呢？ 

 

 

 

 c. I. 祭司在什么时候必须洗手洗脚？ 

 

 

 

    II.祭司不洗手洗脚的结果如何？ 

 

 

    III.为什么神如此严重的惩罚祭司，只因为他们沒有先洗手洗脚？ 

 

 

   

d. I.献祭的香及油都是神圣的，你认为神圣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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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什么是你家中必须成为神圣的？ 

 

 

 

e. I. 神给建造会幕的人什么恩赐，使他们能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来建造？ 

 

 

 

 

    

   II.如此看来，以劳力來服事神与属灵的教导，哪一样重要呢？ 

 

 

 

 

   III. 你如何以神的恩赐在教会中事奉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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