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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導引」講座 

 
摩西五經概論 
參考： 
 窩福堂主日學筆記 
 新舊約綜覽筆記主要根據美國達拉斯神學院教授 Dr. Thomas Constable 的堂上筆記 
 《鑰中之約．舊約文學結構》著 David Dorsey ．譯周俞雲翔 
 【舊約系列】明白舊約脈絡第二講：摩西五經主題重點（粵）．李思敬博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ik3poUBiY 
 培靈神學院 舊約概論-摩西五經 梁家聲教授 www.usacms.org 

https://usacms.org/Class/2016/USACMS-Pentateuch_Torah-1-TimothyLiang.pdf 
 楊百川．聖經神學筆記 

https://lk15911.blogspot.com/2015/02/torah.html 
 //Home   /  聖經原文學習  /  希伯來文（4）ּתֹוָרה Torah 命中上帝的心意 

https://www.bmy.org.hk/ 
 

《妥拉》(Torah)希伯來文字根的意思是「射中目標」，引伸出來的意義包括「教導」、

「指示方向」、「引導」，在字義上的運用是指加在某人身上的。 
 
出埃及記 廿四 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裏來，就在那裏，我要將石版，就是我所寫的律法和

誡命賜給你，使你可以教導他們。」 
 
《妥拉》(Torah)有趣的翻譯： 
● 律法：是由七十士譯本而來，即希臘文。 
● 指示、訓晦，由經文而來； 申命記十七 11 斷定的指示。 
● 經：中文的意思，《經史子集》是中國古代文學分類法，經是指重要的著作，「經世

致用」，不單是哲學思辯卻是可以追隨的。 
 
《妥拉》分為五十四段，猶太會堂每週固定讀一段，為了在一年內讀完整本《妥拉》，有

時必須誦讀兩段《妥拉》。誦讀《妥拉》循環的開始與結束固定在秋天住棚節期結束的隔

天。這天被稱為「轉經節」或「西姆哈斯《妥拉》節」(Simchat Torah)，意為「在《妥拉》

中歡喜」。猶太人在吹角節、贖罪日、住棚節、逾越節、五旬節、修殿節、月朔、禁食的

日子都要誦讀與節日相關的《妥拉》段落。 
 
每卷書的第一個名字 

創、出、利、民、申 

「起初」בראשית  --＞「名字」שמות --＞「呼叫」ויקרא --＞「說、指揮」במדבר--＞
「這些⋯⋯摩西吩附」דברים 
 
學者認為「五經」可能不是獨立成書，現時的每卷書的名字只為作為段落分卷的標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gik3poUBiY
http://www.usacms.org/
https://usacms.org/Class/2016/USACMS-Pentateuch_Torah-1-TimothyLiang.pdf
https://lk15911.blogspot.com/2015/02/torah.html
https://www.bm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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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書卷的內容及名字而分：五經各卷的書名和題目 
書卷 書名意思 意義 
創世記 
Genesis 

這個字意思即「原始」、「起初」。創世

記書中所記的，事實上也是有關各種事物

的開始。 

因此，我們給這本書的題

目是：「開始」。創世記

告訴我們神的旨意。 
出埃及記 
Exodus 

這個字意即「走出」、「離開」。本書記

載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受苦，但神藉摩

西的手救他們離開這個受苦之地。 

我們可以給這本書的題目

是：「拯救」。出埃及記

告訴我們神的工作。 
利未記 
Leviticus 

希伯來文名稱意思是「並且神呼召」，利

未人是事奉神的人，本書則論到如何親近

神並事奉神。拯救是神對人的慈愛，事奉

則是人對神慈愛的回應。 

我們可以給本書一個題

目：「事奉」。利未記告

訴我們神的道路。 

民數記 
Numbers 

民數。希伯來文名稱意思是「在曠野

中」。民數記有兩次數點民數。兩次數目

差不多，但前後卻相隔了四十年。這四十

年，他們在曠野漂流，浪費光陰、生命。 
他們沒有滅族，全是出於神的恩慈。 

我們可以給這本書一個題

目：「漂流」。民數記告

訴我們神的腳步。 

申命記

Deuteronomy 
申命記在希伯來文原意是「說話」、「話

語」。是神的話，神的命令。現用的 
Deuteronomy 是「律法的重述」。在進入迦

南地之前，面對新生一代，實在有需要把

神的命令重述一次，免得忘記。 

故申命記的主題一如其

名：「重申命令」。申命

記告訴我們神的話語。 

 
新約聖經中提及舊約五經的經文 

1. 約翰福音五 39「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其中有永生；而這經正是為我作見證

的。」 
2. 約翰福音五 46 -47「如果你們信摩西，也會信我，因為他寫過關於我的事。你們若

不信他的書，怎能信我的話呢？」 
3. 路加福音二十四 25-27「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

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然後進入他的榮耀嗎？』於是，他

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作了解釋。」 
4. 使徒行傳十七 2-3「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根據聖經與他們

辯論，講解和說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人中復活；又說：『我所傳給你們的這位耶

穌就是基督。』」 
5. 使徒行傳二十六 22-23「然而，我蒙上帝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立得穩，向尊貴的

和卑微的作見證。我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就是基督

必須受害，並且首先從死人中復活，把亮光傳給猶太人和外邦人。」 
6. 馬太福音五 17-19「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

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

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做，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

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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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五經中最鮮明的主題是「盟約」 
 
條約的介紹： 

耶和華跟以色列人訂立的條約在許多方面是跟古代近東非宗教的附庸國(或宗主權)的條約

相似，特別有意思的是，非宗教條約瑪是以大量的條文發端而是以歷史序言開始。這些歷

史序言是要概述雙方--宗主國與附庸國之間過去的關係，目的是要引發附庸國對宗主國的

感激、尊重和信任。(約中之鑰-- 頁 77) 
 
耶和華與以色列人之間的約往往也不斷的提及過去彼此的「歷史關係」，藉此建立雙方

之間的信任。 
 
按照《鑰中之約》一書的論述，律法書的焦點是耶和華上帝跟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立的偉

大條約。這作品包括三個主要部分： 
1. 條約的歷史引言 (創一 1-出十九 2) 
2. 條約的內容 (出十九 3-民十 10) 
3. 條約的歷史結語 (民十 11-書二十四) 

 
這三大部分的理解： 
引言部分也可以一個個不同的單元文學作品，各有其焦點。 
律法書：條約的歷史引言 (創一 1-出十九 2) 
●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以前的以色列先祖 (創一 1-十一 32) 
● 耶和華與亞伯拉罕 (創十二 1-二十一 7) 
● 耶和華與以撒 (創二十一 8-二十八 4) 
● 耶和華與雅各 (創二十八 5-三十七 1) 
● 耶和華與約瑟 (創三十七 2-五十 26) 
● 耶和華與出埃及 (出一 1-十三 16) 
● 耶和華與曠野的旅程 (出十三 17-十九 2) 
 
律法書：條約的內容  (出十九 3-民十 10) 
 
西奈條約的七個主要的單元段落 
● 十誡 (出十九 3-二十 21) 
● 審判的律法 (出二十 22-二十四 11) 
● 建造會幕和膏立祭司承接聖職的指示 (出二十四 12-三十四 28) 
● 建造會幕 (出三十四 29-四十 38) 
● 獻祭的條例和祭司的膏立 (利一-十) 
● 潔淨條例 (利十一-十八) 
● 聖潔法典 (利十九 1-民九 14) 

■ 以叙事結束： 神的顯現和開拔令 (起行令) (民九 15-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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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書：歷史總結 民十 11-書二十四 33 
● 曠野的旅程 (民十 11-二十一 20) 
●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佔領約旦河東．在摩押平原的勝利  (民二十一 21-申三 29) 
● 摩西根據耶和華過去的祝福與懲罰勸勉以色列人要事奉耶和華 (申四-十一) 

■ 勸勉以色列人順服耶和華 (申四-十一) 
 

● 在迦南生活的律例 (申十二-二十六) 
■ 以色列對耶和華的責任 (申十二 1-十七 7) 
■ 以色列的領袖 (申十七 8-十九 21) 
■ 其他律法 (申二十-二十六) 

● 摩西根據耶和華將來要給他們的祝福與懲罰勸勉以色列人要事奉耶和華 (申二十七-三
十四) 
■ 摩西臨終的說話 

●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征服迦南 (書一-十二) 
■ 以色列入迦南的首次成功 (書一-八) 
■ 約書亞佔領餘下的迦南地 (書九-十二) 

● 分配迦南地 (書十三-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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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五經各書卷的內容大綱 

創世記大綱 
1. 遠古事跡 1(1:1-11:26) 
2. 創造天地 (1:1-2:3) 
3. 創造的結果 (2:4-4:26) 
4. 亞當的後代 (5:1-6:8) 
5. 挪亞的後代 (6:9-9:29) 
6. 挪亞兒子的後代 (10:1-11:9) 
7. 閃的後代 (11:10-26) 
8. 列祖的事跡 (11:27-50:26) 
9. 他拉的後代 (11:27-25:11) 
10. 以實瑪利的後代 (25:12-18) 
11. 以撒的後代 (25:19-35:29) 
12. 以掃的後代 (36:1-37:1) 
13. 雅各的後代 (37:2-50:26) 

出埃及記大綱 
1. 釋放以色列人 (1:1-15:21) 
2. 神預備以色列人和摩西 (1-4) 
3. 神彰顯祂的主權 (5-11) 
4. 神救贖祂的子民 (12:1-13:16) 
5. 神完全使以色列人得釋放 (13:17-15:21) 
6. 神使以色列人成為祂的子民 (15:22-40:38) 
7. 神初步教導以色列人 (15:22-18:27) 
8. 建立摩西律法的約 (19:1-24:11) 
9. 神與子民同住的指示 (24:12-31:18) 
10. 約的被毀與重建 (32-34) 
11. 敬拜所用之物的建造和奉獻 (35-40) 

利未記大綱 
1. 以色列人集體的敬拜 (1-16) 
2. 獻祭的律法 (1-7) 
3. 亞倫祭司的設立 (8-10) 
4. 潔淨禮儀的律法 (11-15) 
5. 贖罪日 (16) 
6. 以色列人個人的敬拜 (17-27) 
7. 以色列人行為的聖潔 (17-20) 
8. 祭司，禮物及獻祭的聖潔 (21-22) 
9. 安息日，耶和華的節期的聖潔 (23) 
10. 聖所的燈和陳設餅的預備 (24:1-9) 
11. 褻瀆者的懲罰 (24:10-23) 
12. 安息年和禧年擁有地的成聖 (25) 

1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06 伊甸園地圖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ondensedbible_map_detail?m_id=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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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許與警告 (26) 
14. 許願的指示 (27) 

 
民數記大綱 

1. 上一代在曠野的經歷 (1-25) 
2. 在應許地的南邊預備進入 (1-10) 
3. 不信的世代的反叛及處罰 (11-25) 
4. 新一代在應許之地的期望 (26-36) 
5. 在應許地的東邊預備進入 (26-32) 
6. 對新一代的警告和鼓勵 (33-36) 

 
申命記大綱 
立約的背景 (1:1-5) 

1. 摩西第一次的訓言 (1:6-4:40) 
I. 神對以色列人帶領 (1:6-3:29) 
II. 鼓勵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 (4:1-40) 

2. 歷史的插曲：預備約文 (4:41-49) 
I. 訂立逃城 (4:41-43) 
II. 第二次訓言的引入 (4:44-49) 

3. 摩西第二次的訓言 (5-26) 
I. 律法的基礎和應用 (5-11) 
II. 一些揀選出來的律法的解釋 (12-25) 
III. 律法的歌頌，確立及總結 (26) 

4. 重新立約的預備 (27:1-29:1) 
5. 摩西第三次的訓言：鼓勵順服 (29:2-30:20) 

I. 鼓勵對神忠心 (29:2-29) 
II. 挑戰以色列人作決定 (30) 

6. 摩西最後的行動 (31-34) 
I. 未來領袖的責任 (31:1-28) 
II. 摩西之歌 (31:30-32:44) 
III. 敘事的插曲 (32:45-52) 
IV. 摩西祝福各支派 (33) 
V. 摩西之死與埋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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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與釋經 

持守真理、不離信心 

堅持聖經是出於上帝的默示，能更新信徒的屬靈生命；願意為生命的主，耶穌基督作美好

的見證；那怕在困惑之中仍然以信心前行，跟隨主的教導。 
 
提摩太後書三 16-17「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希伯來書十二 1-3「 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樣

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

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上帝寶座的

右邊。你們要仔細想想這位忍受了罪人如此頂撞的耶穌，你們就不致心灰意懶了。」 
 

原則與心法 

段落分明、意思準確 
望文思義、句式辨清 
 
時、地、人、事 
事件的開始與結束 
人物角色互動 
 
修辭技巧 
重複的字詞與句式 
整理與歸納 
 
發現與發問 

1. 那是甚麼的一回事？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2. 事件展示的意義—當中如何榮耀神 
3. 事件意義對我們的信仰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