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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宗教教育
尋索信仰根源
第二課：上帝在古猶太群體的尊榮
學習目標：
1. 從五經中較深入地瞭解古猶太群體對上帝名字的尊崇
2. 追踪上帝名字及稱號對古猶太群體信仰及生活的影響
3. 從古猶太群體對上帝的信仰上，操練信靠上帝

古猶太群體對上帝 (=神) 的認知：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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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神 (=上帝) 創造天地 (創 1: 1) 。
現代拉比 Rabbi Dosick 宣稱猶太信仰是始于假設上帝的存在，並以五經起始的
第一句去强調這項假設。
起初，神 ( אלהיםElohim) 創造天地 (創 1: 1) - 而猶太人注意到在古近東的泛神世
界中 [神 ( )אלהיםElohim] 也可作眾神明 (gods) 的統稱。
但是，猶太列祖中的亞伯拉罕所遇見的神；除了被稱為神以外，還有另外多個
稱號。例如：耶和華 ( יהוהYHWH) ；但猶太人不敢直呼之，因此以 [主 ארוני
Adonai] 替代發音；而英文聖經將 [耶和華] 上帝的名稱翻譯成 [Lord] 。
[耶和華] 在創世記中是 [上帝的名] 最早的記錄 (參：創 4:26) ；同樣地，亞伯拉
罕也是用同樣的稱呼去呼求上帝的名 (參：創 12:8) 。
拉比認為耶和華 ( יהוהYHWH) 的名稱是来自希來文 [存在] 這字的字根 (cf. 出 3:
14) 。
因此：
我們可以發現 [上帝/神] 這名詞在上述討論中已出現三種不同的稱號；清楚地宣
告，上帝不是古近東傳說中緒神明 (gods) 中的一位。
拉比宣稱；當列國都膜拜緒神時，他們的列祖已遇上並開始敬拜耶和華 (cf. 創
12:1-8)
在古猶太族群中，上帝與別神不同的是 - 祂是獨一真神 (申 6: 4) ；祂審判別神
(民 33:4) ；祂是萬神之神；也是永恆全能神 (申 10:17)
不過，猶太拉比認為；由於耶和華是獨一的神，故此沒有基督教所謂的 [三位一
體] ；拉比認為上帝是不可分割的。(這點看法與新約聖經的教義核心明顯不同!)

1

這是中文聖經翻譯上的區分。周聯華牧師曾說，和合本聖經分 “上帝版” 及 “神版” ；是聖經公會
基於民國初年之後的中國社會情況刻意區分的。前者發行在中國南方；因為南方民間宗教盛行，滿天神
佛，故引入 “上帝版” 聖經。而後者用於中國北方，因為北方地域岀現稱帝，並是帝制歷史之源起
地，故引入“神版” 聖經；以免混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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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猶太群體對上帝 (=神) 的記錄
1.

















2.











上帝的自稱：
創 15:1 我是你的盾牌
創 17: 1 我是全能的上帝 (El Shaddai)
創 46: 3 神說：“我是 神，就是你父親的 神；出 6: 7 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
出 3: 14 我是‘自有永有者’
出 15: 26b 因為我是醫治你的耶和華
出 29: 46a 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就是從埃及地把他們領出來的
利 11: 45b 因為我是聖潔的
利 20:8b 我是使你們分別為聖的耶和華。
利 20:24b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把你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
申 32: 39 現在你們要知道，只有我是那一位， 除我以外，並沒有別的神； 我使
人死，也使人活； 我打傷，我也醫治； 沒有人可以從我的手裡搶救出去。
因此拉比 Dosick 形容：
猶太信仰既然已假設上帝的存在 (cf. 創 1:1) ，她就必須關心上帝的本相 (Image??
or attributes??) ；祂的作為以及祂與人類關係的本質 (why) 及內涵 (what) 。
換言之；拉比是先假設上帝的存在；再求証上帝是誰及與以色列選民的關係。
相信五經中的敘述正連貫並起伏地為歷代猶太子民提供這幾方面的答案。
Juster 强調猶太人對上帝名稱極其尊崇；他們將之直接視為 [上帝啟示] ：例如在
出 3:14 [我是自有永有者] ，Juster 認為這是被希臘哲學影響下的詮釋；他認為上
帝 (例如在出 3:14) 對摩西的啟示，表達了[我就是我] (e.g. I act as I act, or I am he
who causes to be) 的自我稱號。
如此看來，猶太人傾向尊崇上帝之名，多於(過份) 理性地解釋上帝之名。上帝
是誰？也許，猶太群體在他們過去那千錘百鍊的生活與信仰中，漸漸地能以自
身的經歷去確認出上帝那崇高榮耀的名字。
群體對上帝的尊崇：
創 39: 2 耶和華與約瑟同在，約瑟就事事順利 (神愛與人同在)
創 30: 22 神顧念拉結，垂聽了她的禱告 (神聽禱告)
創 50: 20 從前你們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 (神是好的)
創 50: 24 我快要死了，但神必定眷顧你們 (神眷顧人)
出 15: 3 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 (神是戰士)
出 15: 18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神是君王)
出 16: 7a 明早你們必定看見耶和華的榮耀 (榮耀的上帝)
出 17:15 摩西築了一座祭壇，給它起名叫“耶和華尼西”( 耶和華是我旌旗的意
思)
出 18:10a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拯救了你們脫離埃及人的手和法老的手 (稱
頌拯救人的上帝)
出 19: 9a 耶和華對摩西說：“看哪，我要在密雲中降臨到你那裡 (密雲中降臨的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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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 19: 22b 恐怕耶和華忽然擊殺他們 (上帝擊殺)
岀 20:5a 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 神是忌邪的神 (忌邪的上帝)
出 20:11a 因為耶和華在六日之內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就歇息了
(創天造地的上帝)
出 20:11b 所以耶和華賜福安息日，定為聖日。(賜福安息的上帝)
申 32: 6 愚昧無知的人民哪， 你們這樣報答耶和華嗎？ 他不是你的父，不是把
你買回來的嗎？(上帝是父)
因此，拉比指出：
上述一切的 [上帝名號] 都反映出歷代猶太人的上帝觀；及對上帝理解的進路。
如此看来，古猶太族群已長時間地；並從多方面去經歷到上帝。若單單以這些
稱號，推算回到猶太拉比在 [五經第一句] 上帝存在的假設，這群体在往後對這
假設的驗証；想必帶來震撼的發現 - 上帝的存在實在無可置疑。那樣，猶太人
對聖經的真理，持續地與歷代族群生活比較，並在當中尋找及詮釋上帝與上帝
的工作；漸漸地在生活中建立起他們的信仰。
群体對上帝本質及能力的認知:
創 9: 27b 願 神使雅弗擴展， 使雅弗住在閃的帳棚裡；(使人擴展境界)
創 20: 3 當夜， 神在夢中來到亞比米勒那裡，對他說：(夢中向人啟示)
創 20: 13 神叫我離開我父家，在外飄流的時候 (呼召人的神)
創 20: 17a 亞伯拉罕禱告 神， 神就醫好了亞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禱告：神人
溝通渠道)
創 21: 19a 神開了夏甲的眼睛，她就看見一口水井 (具體地指引人的神)
創 22: 1a 這些事以後， 神試驗亞伯拉罕 (考驗人的神)
創 30:6a 拉結說：神為我伸了冤 (為人伸冤的神)
創 30:22a 神顧念拉結 (顧念人的神)
創 50:20 從前你們有意要害我，但 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為要成就今日的
光景，使許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神是怎樣的神?
)

4. 結論：
 猶太律法往往叫新約教會想到 [守行為] ；但從上述取至五經部份章節的例子所
見，這是强調單純地或傾向守行為的信仰群體嗎？
 Marvin Wilson 指出：第一世紀猶太信仰的普遍教導是：「揀選以至得救，是靠
上帝憐憫，不靠人的成就」…研究新約聖經的猶太學者說：「從來沒有拉比認
為妥拉是上帝用来拯救的途徑…我們猶太人認為拯救全然是上帝的主權，以支
持 [純粹的恩典] 。他最後强調，Talmud 的所有老師說，人只能藉上帝施恩的
愛，才能得到拯救。
 如此說來，雖然猶太族群在歷史上不像新約教會以 [因信稱義] 作信仰焦點；但
他們也並非瞎守律法之民，只是在那迂迴千載的信仰歷途上，清楚地從自已的
軟弱中，肯定了五經所說的上帝；是何等的恩慈信實。列祖所遇上的並記錄下
來的上帝，就成為他們歷世歷代中生活與信仰的核心及支持；只有從聖經中認
清上帝，生活信仰中就更能貼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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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在今天：
深入地瞭解並尊崇上帝之名；是經歷上帝及親近上帝的屬靈成長進路，是信仰
真實化的過程。鼓勵按你對上帝之名的瞭解，由靈修生活帶進日常生活。
今天的信徒常常自問 (或缺乏意識去問) ，怎樣才可以做到 [帶埋上帝返工] 、[與
上帝交心] 、[信得過上帝] 等等。沒有經過瞭解並尊崇上帝之名；就無法 “帶
埋”上帝去行街。

古猶太群體信仰上的歷途
1.





創 17: 1-8 (全能上帝之約)
上帝為何在此刻要自稱全能神？(看 17:1b-2a)
自稱全能神之下所立約的內容？(看 17: 3-8)
為何那全能神之約要由亞伯拉罕起始？(看 17: 5-6)
因此，上帝國度彰顯於地面上。

2.






創 22: 1-18 (上帝揀選過程中的考驗)
上帝嚴格的揀選 (看 22: 1-8)
被揀選者信勇相全地擺上：真好；早有預備 (看 2: 9-14)
嚴格挑選後福澤亞伯拉罕 (看 2:15-18)
因此，上帝揀選下彰顯出祂是信實的主；緊扣着那 [全能神之約]
而亞伯拉罕在上帝面前行事為人；已見証他 [要作完全人] 的決心 (cf. 17:1)

3.






申 32: 1-11 (摩西之歌稱頌上帝)
摩西臨別在信仰生命上的回響；他向天地見証上帝 (32: 1-2 最後教導的起頭)
稱頌上帝：是盤石；是誠實無偽的神 (32: 3-4)
上帝以為父的心腸去對待這敗壞世界 (32: 5-6)
但衪早在遠古年代已深深地恩待着子民 (32: 7-11)
試想想看；人在臨終前的說話會着眼何處？這情景下說話對臨終者身旁的人具
震撼性嗎？

詩歌讚美：耶穌我恩主 (見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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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讚美：耶穌我恩主
(1) 主啊 你是神 遠勝一切別神
萬有的主宰 是我生命源頭
本居於高處 卻降生這世上
與世人分享真愛與真理

(2) (副) 皆因主厚愛 今天充滿我
扭轉醜與惡 明亮我心
極力地讚美 耶穌我恩主
一生也精彩 只因有你

(3) 主啊 你聖名 配得稱讚頌揚
是我生命力量 是我的保障
儘管翻風雨 我的心也安穩
你是浮生的方向與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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