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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山之約：十戒！”

方鎮明牧師



西奈山之約：十誡
The Covenant of Sinai: 

Ten Commandments

Exodus 出 20:1-6，32:1-8 





摩西之約是恩典之約#2

the Covenant of Moses is the 

Covenant of Grace
摩西之約的啟動者(Who Initiates the 

Covenant of Moses)

摩西之約的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Covenant of Moses)



恩典之約(#2)：摩西之約
摩西之約的啟動者：顯現的耶和華，道成肉
身之前的基督（我從前向…顯現）

摩西之約的目的：執行亞伯拉罕之約中有關
賜給以色列人（後裔）土地和國度的應許
（我也紀念我的約，紀念具有執行的意思）。























Exodus出20:1-11

1.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神吩咐
這一切的話說：

2.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
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3.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除
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Exodus出20:1-11

4.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 carved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
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Exodus出20:1-11

5. You shall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serve them,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am a jealous God, visiting the 
iniquity of the fathers on the children to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hate me, 不
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
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
及子，直到三四代；

6but showing steadfast love to thousands of those 
who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愛我、守
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出20:1-11 第一個法版

1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2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
奴之家領出來。

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4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
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出20:1-11 第一個法版

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
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
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
千代。

7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
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8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Covenant
立約的目的 Exdous出19:1-6

5 Now therefore, if you will indeed 
obey my voice and keep my covenant, 
you sha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among all peoples, for 
all the earth is mine; 

6 and you shall be to me a kingdom 
of priests and a holy nation.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出19:1-6 立約的目的

5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
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
子民(my treasured possesion)，
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6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
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
列人。」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申:11:20-24 立約的目的

22 你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誡命，
愛耶和華─你們的神，行他的道，專靠他，

23他必從你們面前趕出這一切國民，就是比你
們更大更強的國民，你們也要得他們的地。

24 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從曠野和
利巴嫩，並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們
的境界。

http://bk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061&ft=0&temp=67


The First Commandent is to help 

us grow, but not to accuse us
第一誡是要幫助人成長，而不是定罪
1. Trust God要倚靠神，在生活中不要掛慮

2. Worship God wholeheartedly

要專心敬拜神

3. Desire God’s Words要渴慕神的話語











第二誡是有關敬拜的方式
1.為甚麼不要拜偶象，因為要認識拜偶象
的禍害

操控神明

會上錯船，去錯地方，最終不會得救

2.加爾文不贊成教會在敬拜中使用聖像，
因為容易引發迷信、魔術及拜偶像。



The Second Commandment
第二誡是有關敬拜的方式

3. do not stop the visual arts
不要阻止視覺藝術(天主教的辯護)

4. Avoid deifying things and turn these 
things into "arti f icial gods”中心思想是避免神化
一些東西，把這些東西變成「神器」(神僕人的手巾)

5. Worship God in spirit and tru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