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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宗教教育
尋索信仰根源
第一課：妥拉在古猶太群體的地位
學習目標：
1. 妥拉的稱號、形成與定位
2. 妥拉的申延、預示與始未
3. 嘗試加入猶太拉比對妥拉詮釋觀點
4. 以摩西五經作起步點及軸心

妥拉 Torah


妥拉是由希伯來文()תורה音譯出來的；上帝的律法 (Law) 的意思。



Rabbi W. Dosick 稱妥拉為猶太律法之根；猶太學者 Dan Juster 稱遠古猶太族群已
經視妥拉 [五經1] 為上帝的基本啟示；以後一切聖經啟示的依據，並記錄了上帝
與以色列的聖約。



中文聖經在申命記將它一致譯成為 [律法] 或 [律法書] ；但和合本在 [出 16:4；
18:16，20] 翻譯成 - 法度 (cf. 詩 78:1 翻譯成 - 訓誨或教訓) 。



妥拉 Torah 首次出現在 [創 26:5] 與上帝的話、吩咐、命令、及條例同時並列使
用 (cf. 詩 119) 。



古猶太拉比2早就認定 [五經] 就是妥拉；以後的拉比將之分類成 [成文妥拉]
Written Torah 及 [囗傳妥拉] Oral Torah3。又將全本希伯來聖經 (即舊約聖經) 定義

為妥拉；甚至包括拉比對聖經的詮釋 (e.g. 他勒目 Talmud；米示拿 Mishnah
等) 。AD70 之後，拉比成立了學院研究猶太經典 (Dosick p. 112)；相信影响着妥
拉的成典與詮釋。

1

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及申命記
四百年的拉比時期 (Dosick p. 113)；約主前二世紀到主後二世紀。另外，經文時期應指向舊約成書時期
的統稱。
3
口傳妥拉的存在，可能始於宗族家室內對列祖信仰；以敘述方法傳遞。猶太群体出埃時，被推斷為一
批沒受過教育的人 (Dosick p.106) ；但為何願意跟剛結束流亡回埃及的摩西離開埃及，再到那從未踏足
的迦南？又如果生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完全不認耶和華及列祖與祂的故事，他們會信摩西所言嗎？(Cf.
出 4: 29-3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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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猶太聖經三分排版 (妥拉、先知書、著作) 均在每個分類中，按排列在最後書
卷的/靠近結尾地方；都會重申 [妥拉] 這詞彙 (參：申 33:10；瑪 4:4；歷下
35:26) ：

1. 申 33:10 摩西最後托付；
2. 瑪 4:4 囑咐記念摩西律法；摩西律法一直影響着新約教會成立 (貫穿於新舊約全
書中，重要性不次於亞伯拉罕之約)
3. 歷下 35:26 引述約西亞按律法改革


無論猶太聖經排版或舊約聖經排版，[妥拉] 這詞彙的引用都將聖經前後包裹，
首尾呼應，始終地認信着上帝的律法 (Law) ；它深遠地影響着歷代信徒的生
活；並貫穿於整本舊約聖經。但這並非單純是猶太族群一種慎終追遠的表現；
因循地延續他們的信仰。上帝的律法 [妥拉] 是猶太人信仰根源，是上帝啟示與
存在的有力証據；並自始至終地滲透在猶太人的生活深處4中。例如：詩篇引用
[妥拉]這詞彙最多，按詩篇較後的寫作時期 (一般認為在被擄年代) 。這正是猶
大族群在生活困迫下，回想上帝所說過的一切 (五經)；並按它豐富的記錄，展
開那漫長的尋根/ 尋求的禱告之族，[妥拉] 的重申確有深遠意義。



Rabbi Dosick 指岀：由於妥拉是猶太人生活的核心，故此在會堂每週數次重覆誦
讀妥拉，以助猶太群体不斷學習上帝所賜的道(德？) 及禮儀律例；特別在各節
期誦讀，譬如說，逾越節時會讀 [出埃及記] 。



猶太學者 Dan Juster 則認為妥拉以上帝創造、洪水淹沒、族長呼召、與岀埃及
為核心；預視着彌賽亞的工作 (這是新約教會對舊約聖經的詮釋) 。



如此說來，妥拉就是記載了上帝的自我啟示與祂賦予猶太族群的要求；並這族
群的生活回應及表現。



結論：

1. 雖然猶太人如何將 [妥拉] 的涵蓋由五經申延到整本舊約聖經，過程並不完全清
楚；但他們宣稱上帝的律法具有申延作用 (cf. 創 18:19; 申 6:6-9)，也許這就是
[妥拉] 成為 [上帝聖道] 統稱的原因。

4

妥拉是一本敘述豐富並演譯真實的寫作；e.g. 出 4:29-30 (簡單而細緻描述子民的相信) ；出 16:1-4 又同
樣地描繪人民那筆直的怨氣。故事式的寫作深入民間，易於口傳敘述。並深入對應後世各種各樣的處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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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帝的律法 [妥拉] 不單只影響着這族群歷代的信仰，也謹慎地記載了他們的信
仰、文化與生活。而摩西五經亦因此被認定為妥拉的基礎或核心。按成書時
間，五經是公認為猶太信仰和生活最早的記錄；也就是上帝向人類最早的啟
示。故此，我們首先從五經着手，去尋索 [妥拉] 對猶太族群在信仰和生活上的
態度與回應。奇妙的是：猶太族群的信仰和生活，一直延續到今天。基督徒常
稱道成肉身、上帝創造、聖經為上帝啟示核心；那樣，猶太族群與教會就是 [上
帝啟示] 的持續見証人。

妥拉記錄 (文本記載)
創 26: 1-35 [妥拉之聽與從] ：
1. 注： “26: 5 都因亞伯拉罕聽從 我的話 (聲音)，遵守我的吩咐 (charge) 和我的命
令(command)、律例 (statute)、法度 (妥拉)。”
2. 上帝的話包涵了其後四個不同的詞彙。
3. 以撒對妥拉回應的順服與困難：


聽從上帝留在基拉耳；卻面對聽命的爭扎與挑戰 – esp. ref. 26: 6-11



聽命上帝留下；但卻像要自已想法脫險？



這展示出上帝真道與人類生活取向的交接與共存；兩者看似平衡

4. 妥拉的本質 (

)及强調 (應許與福禍)

5. 此起彼落的福禍；指向終福祉 26: 12-33
6. 若不聽從上帝留在基拉耳；以撒會否面對更大爭扎？最少他聽命上帝留下。
7. 注意猶太列祖與妥拉的密切關係；以撒生活中遇見亞伯拉罕的上帝 (26:1-5)
8. 以撒與父親在信仰及生活上有類似經歷：遇上饑荒、南下埃及、遇上上帝、聽
從妥拉指引 (cf. 創 12:10-13:5)
9. 列祖對妥拉在歷代傳遞上的努力及影响 (cf. 創 18:16-19 跟隨上帝的道路而行；
申 6:1-8 將上帝的話傳到歷代)
10. 申 6: 4-6 vs 約 14: 15-18 (愛主的人被聖道與聖靈主宰)
11. 應用在今天：


你信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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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心學習聖經？你努力將對上帝的信與聖經真理傳給下一代/ 再下一代/ 別
人？怎樣傳遞？



信仰要真實；努力跟隨基督生活

申 1-5:5 [妥拉為生活挑戰中的力量與張力] ：
1. 申 1: 5 漫長征途後，先回到妥拉；後再上征途


重申上帝的應許 (申 1:8; 1:19-25; 2:7; 2:24-25; 3:21-22)



重申上帝的管教 (1:34-40; 2:14-15；3:23-26)



重申上帝話語 (妥拉) 之主宰性 (4:3-8)



遵從 (妥拉) 就是智慧聰明 (拉比在 4:6 智慧詮釋)

2. 妥拉是向前的動力 (4:44-5:5…)
3. 應許下的賜福與咒詛的共存關係
4. 縱有管教；上帝從未放棄賜福的應許，猶太人一直持守這信念至今。
5. 妥拉的宣告與應許，從未與生活經驗產生衝突。
6. 應用在今天：


我真的可以做到遵守聖經上的真理而活嗎？



讓我們參考猶太人對遵守聖經永不放棄的態度。



原因為何？(

)

申 33:1-29 終極不朽的妥拉：摩西告别的托付與祝福：
1. 33:1-4 離世前囑咐的焦點，一生按妥拉而活的摩西
2. 33:4; 9-10 妥拉作雅各的基業；教訓以色列的是妥拉
3. 這樣；妥拉就像十二支派的一度軸心，將會眾凝聚一起
4. 33: 27-29 妥拉成為了猶太族群的蒙福與信仰之鑰
5. 摩西臨終的叮囑，是百感交集？
6. 離世前的預示 (31: 14-22)
7. 摩西之歌的由來 (32: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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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對還未失腳的子民，發出那神聖拯救之承諾 (32:35-39)



例：要傳遞摩西之歌 (32:44 妥拉中的約)

8. 居住在美國的拉比 Tokayer 認識妥拉中的上帝是 [公義與慈愛] 的共存啟示，也
是以色列在生活上得以平衡的智慧。
總結：若妥拉的根源是五經組合而成；甚至後來申延到或涵蓋着整本舊約聖經，那它
就正在全面而廣泛地演繹着、並啟示着上帝及上帝的話語。透過不同的處境，用上不
同的詞彙 (如道、話、律例、典章、吩咐、法度、命令、約…等等) 去描繪上帝如何道
岀祂的救贖、主宰、創造 (岀 20:1-11) ；又如何將祂的道掌控着生命及宇宙自然 (利 26:
14-20) ；並打開了天地間上帝與人類的溝通渠道 (申 26:14b-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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