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28): 颁布十诫 (20章)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十誡之中論到 人與神之間的關係有那幾誡?
 前四誡。
 第二誡到第四誡是第一誡對神的具體落實
 第五誡到第十誡是第一誡對人的具體落實
2. 十誡之中論到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那幾誡?
 後六誡。
3. 十誡之中論到 人與神之間關係的誡命 是在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誡命 之前, 為什麼?
 因為
 與神有正常的關係 是 與人有正常關係 的基礎 The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信仰 是一切道德的基礎 Faith is the basis of morality.
4. 十誡之中後六誡是有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
 與神有正常美好的關係 很自然地 會從 與人有正常美好的關係 中 顯示出來 A truly, genuinely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should be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與人有正常美好的關係 是 與神有正常美好的關係 的一個最好的試金石.The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is absolutely a good test of a truly, genuinely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
 以弗所書 1:15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
 雅各書 2:14-17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甚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 若是
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
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這有甚麼益處呢？這樣，
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5. 十誡之中有那幾誡是負面的禁止語法?
 第一誡到第三誡, 第六誡到第十誡, – Forbidding in an absolute sense (no exceptions, no ifs and buts).
“你不可 … “
6. 十誡之中有那幾誡是正面的吩咐命令語法 (commanding)?
 第四誡和第五誡 – Commanding “你當…”
7. 十誡之中有那幾誡是帶有應許的?
 第五誡 .
8. 十誡之中有那幾誡 從一個人外在的行為 可看出是否有遵守?
 第二誡到第九誡
9. 十誡之中有那幾誡 從一個人外在的行為 有時不容易 看出是否有遵守?
 第一誡和第十誡
10. 出 20:4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請問, 家中掛
耶穌的畫像可以不可以? 家中掛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雕刻可以不可以? 向耶穌母親瑪麗亞跪拜禱告祈求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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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 20: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NIV: Worship; KJV: Serve

”事奉” NIV 和 KJV 的翻譯是什麼?

12. 出 20:5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 神，是忌邪的 神。”忌邪的” NIV 和 KJV 的翻譯是什麼?
 NIV: Jealous; KJV: Jealous
 “忌邪的” 這個字在舊約出現 32 次, 上下文都是與人對神的忠心聯在一起，且與神的聖潔 holiness 有關
13. 出 20:5 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為什麼要追討直到三四代 ?
 Indifference to commitment to God is contagious, in a family or in a society.
14. 第二誡的基本意義是什麼?
 沒有任何一個受造物能代表神. We must worship God as He is, not as we can envision Him or would
like Him to be.
15. 第五誡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神為什麼在這一條誡命上加了

一個應許 ? 神為什麼在這一條誡命上加了一個長壽的應許 （這誡命和這應許有何關係）?
 一種可能的原因:
 與父母的關係是人在世上的第一種的人際關係, 對人的一生影響很大.
 幾種可能的原因:
 聖經多次提到長壽是神賜給敬畏祂的人特別的福份 (詩 34:12-14, 91:16, 箴 3:12-16)。
 神在所羅門的夢中曾給了他一個帶長壽應許的誡命 (王上 3:14 你若效法你父親大衛，遵行我的道，
謹守我的律例、誡命，我必使你長壽 )
 有些人小時候不 聽父母的教導, 從小染上惡習, 長大不務正業, 以致死於非命.
16. 第六誡 不可殺人 NIV 的 翻譯是什麼? King James Version 的 翻譯是是什麼?
 You shall not murder.
 Thou chalt not kill.
17. 自衛殺人 算不算犯了第六誡? 為什麼（算或不算）?
 自衛殺人不是謀殺, 是保衛自己的性命
18. 為了防止他人 (例如 你的配偶 孩子) 被謀殺 而殺那兇手,算不算犯了第六誡? 為什麼（算或不算）?
19. 如果為了拯救產婦的生命而墮胎, 算不算犯了第六誡? 為什麼（算或不算）?
20. 在戰場上殺人

算不算犯了第六誡? 為什麼（算或不算）?

21. 安樂死 (mercy killing) 算不算犯了第六誡? 為什麼（算或不算）?
22. Several years ago, Martha Stewart was imprisoned for six months, not for insider’s trading (which was the
original crime she commeted) but for lying to the investigators. Martha Stewart 犯了那幾條誡命? ＿＿＿
 第八 第九 第十
23. 神告訴以色列百姓守安息日的原因是什麼?
 神賜福與安息日
24. 神在申命記 5:15 告訴以色列百姓守安息日的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安息日時, 僕婢也要安息, 記念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也做過奴僕.以致感恩,思念神的恩典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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