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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

 
摔碎的那版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2明日早

 
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3

 
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

 
叫羊群牛群吃草。」4摩西就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的一

 
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著

 
两块石版。



5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

 
的名。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

 
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

 
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

 
代。」8摩西急忙伏地下拜，9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

 
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著颈项的百姓。

 
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10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

 
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

 
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11「我今天所吩咐

 
你的，你要谨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

 
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12你要谨慎，不可与你

 
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13却要拆

 
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14不可

 
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15只怕你

 
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

 
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16又为你的儿子娶他

 
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

 
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17「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



18「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

 
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亚笔月内出了埃及。19凡头生

 
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

 
的。20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

 
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21

 
「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

 
安息。22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在年底要守

 
收藏节。23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24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

 
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

 
25「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

 
物也不可留到早晨。26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

 
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27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

 
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28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

 
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

 
诫，写在两块版上。



经文文理的楔形结构经文文理的楔形结构

A  A  耶和华要写字在石版上耶和华要写字在石版上(1)(1)
B  B  耶和华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耶和华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5)(5)

C   C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耶和华说：我要立约(10)(10)
X X 立约的条款立约的条款(11(11--26)26)

CC’’耶和华说：我是按这话与你立约耶和华说：我是按这话与你立约(27)(27)
BB’’摩西在耶和华那里摩西在耶和华那里(28)(28)

AA’’耶和华将这约写在两块版上耶和华将这约写在两块版上(28)(28)



一一 宣告神的名字宣告神的名字 –– 当尊崇独一真神当尊崇独一真神
•• 神的名是宣言神的名是宣言

1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那版一「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那版一

 

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22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

 

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33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

 

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44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摩西就凿出两块石

 

版，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版，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

 

里拿著两块石版。里拿著两块石版。55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

 

告耶和华的名。告耶和华的名。6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



֑אְהיה ֲאׁשר אְהיה ֣ ֶ֖ ֽ ֶ ֶ ֶ ֽ ֶ - ָהיה ָ (hāyâ) to be, become, exist, happen 
自存永存 [神的本质]

 

-

 

YHWH (Jehovah) -

 

耶和华 [与人相亲]

神是 … …
耶和华以勒(创22：14) –

 

神是供应者；

 

耶和华拉法(出15:26) –

 

神是医治；

 

耶和华尼西(出17:15) –

 

神是旌旗；

 

耶和华沙龙(士6:20) –

 

神是平安；

 

耶和华路以(诗23:1) –

 

神是牧者；

 

耶和华齐根努(耶23:6) –

 

神是公义；

 

耶和华玛喀底肯(出31:13) –

 

神是使人成圣者

一一 宣告神的名字宣告神的名字 –– 当尊崇独一真神当尊崇独一真神
•• 神的名是宣言神的名是宣言



一一 宣告神的名字宣告神的名字 –– 当尊崇独一真神当尊崇独一真神
•• 神的名是宣言神的名是宣言
•• 神的名有威严神的名有威严
•• 神的名带能力神的名带能力

11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那版一「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那版一

 

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版上。22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

 

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33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

 

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44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摩西就凿出两块石

 

版，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版，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

 

里拿著两块石版。里拿著两块石版。55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

 

告耶和华的名。告耶和华的名。6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

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神。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神。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050章章1010节节



二二 揭示神的本性揭示神的本性 –– 当感谢施恩救主当感谢施恩救主
•• 怜悯慈爱的神怜悯慈爱的神

6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

 

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7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88摩西急忙伏地下拜，摩西急忙伏地下拜，99说说::「主啊，我「主啊，我

 

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著颈项的百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著颈项的百

 

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二二 揭示神的本性揭示神的本性 –– 当感谢施恩救主当感谢施恩救主
•• 怜悯慈爱的神怜悯慈爱的神

不可传达的属性 Incommunicable
• 自存 self-existence / 永恒 eternity / 独立 Independence
• 不改变 Unchangeableness (vs. Impassibility)
• 全在 Omnipresence
• 全知 Omniscience
• 全能 Omnipotence

可传达的属性 Communicable
• 灵性 Spirituality –

 

眼不能见，但却是真实存在
• 理性 Mental –

 

知识，智慧，真理
• 德性 Moral –

 

圣洁，爱，公义，善，怜悯，和平等等
• 目的性 Purpose –

 

意志，自由，能力
• 完备性 Summary –

 

完美，完全，荣耀等等



二二 揭示神的本性揭示神的本性 –– 当感谢施恩救主当感谢施恩救主
•• 怜悯慈爱的神怜悯慈爱的神
•• 追讨罪债的神追讨罪债的神

66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

 

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7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88摩西急忙伏地下拜，摩西急忙伏地下拜，99说说::「主啊，我「主啊，我

 

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著颈项的百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著颈项的百

 

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

罪孽(道德) wickedness，过犯(政治)

 

rebellion，罪恶(原罪)

 

sin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

 

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诗诗103:11103:11--12)12)



三三 晓谕神的法度晓谕神的法度 –– 当行走永生道路当行走永生道路

1010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1212你要谨你要谨

 

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1414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

 

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1717「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1818「你「你

 

要守除酵节，要守除酵节，……1919凡头生的都是我的；凡头生的都是我的；……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

 

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2121「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

 

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2222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

 

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2323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

 

华以色列的神。华以色列的神。……2525「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

 

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2626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

 

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三三 晓谕神的法度晓谕神的法度 –– 当行走永生道路当行走永生道路

约书重申约书重申 前约经文前约经文 重申经文重申经文

1 1 守除酵节守除酵节 23:1523:15 34:1834:18

2 2 头生的均属耶和华头生的均属耶和华 (13:2,12,13)(13:2,12,13) 34:19,2034:19,20

3 3 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 23:1523:15 34:2034:20

4 4 安息日不可作工安息日不可作工 (20:10)(20:10) 34:2134:21

5 5 守七七节守七七节 23:1623:16 34:2234:22

6 6 守收藏节守收藏节 23:1623:16 34:2234:22

7 7 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一年三次朝见耶和华 23:14,1723:14,17 34:2334:23

8 8 献祭规定献祭规定 23:1823:18 34:2534:25

9 9 献初熟禾捆献初熟禾捆 23:1923:19 34:2634:26

10 10 禁用羊羔母的奶煮羊羔禁用羊羔母的奶煮羊羔 23:1923:19 34:2634:26



三三 晓谕神的法度晓谕神的法度 –– 当行走永生道路当行走永生道路
•• 应守节应守节--

 

让自己伏在神的面前让自己伏在神的面前
•• 须奉献须奉献--

 

把所有摆在神的祭坛把所有摆在神的祭坛
•• 要安息要安息--

 

将身心藏在神的怀中将身心藏在神的怀中
1010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 1212你要谨你要谨

 

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1414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

 

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华是忌邪的神，名为忌邪者。……1717「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1818「你「你

 

要守除酵节，要守除酵节，……1919凡头生的都是我的；凡头生的都是我的；……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

 

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2121「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

 

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2222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

 

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节；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2323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

 

华以色列的神。华以色列的神。……2525「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

 

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2626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

 

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石版开口石版开口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4:134: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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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晓谕神的法度晓谕神的法度 –– 当行走永生道路当行走永生道路

总结总结
•• Review  Review  回忆回忆 –– 回头数算神的恩典回头数算神的恩典
•• Renew   Renew   更新更新 –– 在神面前重新立志在神面前重新立志
•• Revive   Revive   复兴复兴 –– 挑旺灵命复兴之火挑旺灵命复兴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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