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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道會靈福堂成人宗教教育
尋索信仰根源
第三課：聖約在古猶太群體的傳統
學習目標：
1. 從五經中瞭解古猶太群體對上帝聖約的傳統
2. 追踪上帝聖約對古猶太群體信仰及生活的影響
3. 從猶太群體對上帝聖約的傳統理解中，幫助我們更篤信並掌握耶穌所立新約的
核心真理

聖約在五經中的定義
•

上帝與人類立約，由上而下的；重點是恩典 (創 9: 8-17; esp. vv16-17)

•

人與人立約，或族與族，可以是由上而下；也可以是平等或和平 (創 21: 22-34;
esp. vv27, 31)

•

考古工作掘出古近東城邦或族長文化下的泥板；立約制度建立在宗主國與附庸
國之間。學者們常以之比較五經中的聖約。

立約的習慣及儀式
•

族群以交易方式 (創 21: 27-31)

•

族群以宴請方式 (創 26: 28-30)

•

族群以立石為記；神人作証 (創 31: 43-49)

•

上帝以火成祭作立約憑證 (創 15:8-11, 17-19)

•

獻平安祭以血立約 (出 24: 5b-8)

•

不可悔約；違約者人神皆以誅之？？

聖約的本質及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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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上帝的慈愛與恩典，祂喜愛與人同在；重視彼此關係 (申 7: 9)

•

藉聖約建立地面上的國度 (創 17: 4-5 - 萬國之父)

•

藉聖約自我啟示；祂就是上帝 (創 17: 7)

•

遵守聖約是基本要求 (創 17: 10a)

•

藉聖約從天上賜下福澤 (創 17: 2)

•

藉聖約施行救拔 (創 9: 11)

•

聖約是上帝永遠的承諾/應許 (出 6: 2-5) ；(參：加 3: 15-16)

•

聖約具約束力 (出 34: 10-17)

•

聖約突顯上帝的揀選 (出 19: 3-6 分別屬上帝的子民)

聖約的範圍及種類
•

特定的約 - 使用「立約」這 詞彙 去表明它的特定性；或單單引述約中明細作立
約的承諾及特定範圍。(創 6:18, 9:9-12；創 12: 1-3, 15: 18；出 24: 7-8)

•

按照拉比所言，特定的約均以「上帝與亞伯拉罕」的約為核心，並注重聖約中
數項重點：

a.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成為大國；使亞伯拉罕的名字尊大 (創 12: 2)
b. 上帝賜福亞伯拉罕的後裔如繁星般眾多 (創 15:4-5)
c. 賜與土地作永久居所；仍應許之地(創 15: 18-19)
d. 男丁要接受割禮；作為立約之記號 (肉體上的記號 - 創 17: 9-11)
e. 如此說來，猶太人對上帝聖約的理解，均聚焦在族群與上帝間之獨特關係。從
族群在地面上被附與的名聲、身份及居地來看，上帝聖約不單只釐定了猶太人
那與別不同的地位，更促使他們在迂迴千載的國運 (或屬靈旅途)上堅守到底。
f. 但猶太人最終的盼望，並對上帝聖約的持守；[就]是上帝讓猶太人成為一個偉
大聖潔的國度，並世世代代定居在那應許地上。

•

1

普及的約 - 創 2: 16-17 (表面看來與「約」無關；但卻從上帝的命令或教導或對
話中，隱藏了「約」的本質：上帝與人的關係，人必須以聽命去確認它。

1

Wayne Dosick. Living Judaism: The Complete Guide to Jewish Belief, Tradition and Practice (Sandra: 1995) 28

Prepared by Dennis To @2018

3

a. Juster 認為最早的約推算回到上帝對 [人類] 的應許與懲罰 (創 3:14-19)2
b. 就此猶太藉牧者而言，上帝的約可以普及至上帝對選民的要求；就是上帝命令
他們去遵守的「聖道」。
c. Juster 引用猶太學者 Meridith Kline 在 (Studies of Covenant Document of Torah) 的見
解：聖經內容反映出「聖約的架構」(The Scriptures reflect the covenantal structure)
d. 若這看法成立的話，聖經中的字句就正是上帝聖約中的明細與要求。

•

更新的約 - 申 5: 1-3 (參：創 9:15-16；出 19: 1-6；耶 31:31)；(參：特定的約持續
申延或定立在不同的處境；有稱它為「聖約的歷史」)

a. 上帝不只是跟當時在西乃山上的猶太人立約，也與世世代代的猶太人立約。
Dosick 拉比說：「有一則古老的猶太傳說提到，上帝在西乃山頒賜律法時，所
有古往今來的靈魂都一齊在埸。」3

•

違反聖約常見之定義 (出 34: 10-17)

聖約歷史的特點與路逕
•

猶太人將聖約 (特定的約：挪亞，亞伯拉罕，摩西) 追本溯源到「妥拉」。

•

這是十分自然並合理的，此等特定聖約都分别地和完整地在五經中記錄下來。

•

「聖約」與「救贖歷史」及「彌賽亞的來臨」，對猶太群體意義深遠。以上帝
的應許開始及完結；中間卻啟示了上帝對人類的愛與恩典。

•

因此，拉比指出；聖約是猶太群體的歷史，也將他們世世代代與上帝的經歷串
連起來。聖約不單刻劃出猶太群體的歷史，也同時將他們的生活、生命、信仰
與文化傳流至今。

利 26: 14-46 立約的反正 兩面；促謹慎守約，切勿以身犯險

2
3

•

Vv14-20 聖約下的管教：「玉不琢；不成器」

•

Vv40-45 違約後的承擔與更新「人不學；不知道」

Daniel Juster. Jewish Roots: A Foundation of Biblical Theology (Shippensburg: Destiny Image) 1995. 36-7
Wayne Dosick. Living Judaism.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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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永約的恩典；信實的祂，愛屬祂的人就愛到底

出 24: 1-11 以血立約：啟示上帝的「榮耀與平安」
•

Vv1-4 摩西從神的山下來後，與領袖獻祭

•

Vv5-8 獻祭、約書、灑下立約的血 (作平安祭)

•

Vv9-11 領袖們首先經驗上帝的「榮耀與平安」

•

猶太人因獻祭而平安？

•

上帝立約為人類提供了敬拜的平台；當中以盼望與平安彰顯榮耀的上帝

申 9: 7-21 摔碎約版
•

Vv7-16 以史為鏡；摩西叮囑子民回想過去的失敗

•

Vv17-21 摔碎約版，犯險的摩西 (篤信聖約；卻為子民的罪傷痛而忘我？)

創 22: 1-19 聖約的考驗 (參：創 15: 2-4)
•

Vv2-8 獻上了以撒，誰去承受家業

•

Vv9-19 亞伯拉罕以行動回應了聖約的考驗

•

V1 考驗的本質彰顯岀什麼？(

與

)

結論：
現代猶太學者對聖約的本質與詮釋，多聯繫到上帝的恩典；但古猶太群體則較注重上
帝的信實及應許。事實上，前後對聖約的詮釋並沒有分別，也許只是一種主觀性的解
讀，因而重點不同。更且，主耶穌以祂寶血所立的「新約」，就更具體及清晰地指向
上帝永恆的救恩 - 叫多人罪得赦免 (太 26: 28) 。這樣，從猶太人在聖約的傳統中，到今
天我們見証了主自已的承傳與更新：上帝的聖約 (或立約的上帝) 是永遠的恩典；也彰
顯了信實可信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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