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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講第十五講

為何聖經中的神要屠殺婦女和兒童？為何聖經中的神要屠殺婦女和兒童？為何聖經中的神要屠殺婦女和兒童為何聖經中的神要屠殺婦女和兒童



神毀滅神毀滅……神毀滅神毀滅……

用洪水毀滅大地（用洪水毀滅大地（創六創六55--88））用洪水毀滅大地（用洪水毀滅大地（創六創六55--88））
神命以色列人盡行毀滅迦南地居民（神命以色列人盡行毀滅迦南地居民（約書約書
亞記亞記））亞記亞記））

神命掃羅王滅盡亞瑪力人（神命掃羅王滅盡亞瑪力人（撒上十五撒上十五11--33））
爲什麽舊約的神會如此殘暴地滅盡人們？爲什麽舊約的神會如此殘暴地滅盡人們？

新約的神（天父、耶穌）似乎比較和藹可新約的神（天父、耶穌）似乎比較和藹可新約的神（天父、耶穌）似乎比較和藹可新約的神（天父、耶穌）似乎比較和藹可
親，舊約的神跟新約的神有分別嗎？親，舊約的神跟新約的神有分別嗎？

神要審判這個世界，祂給我們警告，是要神要審判這個世界，祂給我們警告，是要神要審判這個世界，祂給我們警告，是要神要審判這個世界，祂給我們警告，是要
我們悔改（我們悔改（彼後三彼後三99--10 10 ））



創六創六55--88創六創六55 88

5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5 5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
盡都是惡，盡都是惡，6 6 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心
中憂傷。中憂傷。77 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中憂傷中憂傷 7 7 耶和華說： 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耶和華說： 我要將所造的人和
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都從地
上除滅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後悔了(regret(regret上除滅上除滅 因為我造他們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後悔了(regret, (regret, 
sorry, grieve, comfort, console)sorry, grieve, comfort, console)。。」」8 8 惟有惟有
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



創六創六1111--1414創六創六1111 1414

1111 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121211 11 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世界在上帝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12 12 
上帝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上帝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凡有血氣的
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1313 上帝就對挪亞上帝就對挪亞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13 13 上帝就對挪亞上帝就對挪亞
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
我面前；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我面前；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 我要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 我要
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



書二書二88--1212書二書二88 1212

88 二人還沒有躺臥，女人就上房頂，到他們那裏二人還沒有躺臥，女人就上房頂，到他們那裏8 8 二人還沒有躺臥 女人就上房頂 到他們那裏二人還沒有躺臥 女人就上房頂 到他們那裏
，，9 9 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對他們說：「我知道耶和華已經把這地賜給
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你們，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這地的你們 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 這地的你們 並且因你們的緣故我們都驚慌了 這地的
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一切居民在你們面前心都消化了；10 10 因為我們因為我們
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聽見你們出埃及的時候，耶和華怎樣在你們前面
使紅海的水乾了，並且你們使紅海的水乾了，並且你們怎樣待約旦河東的兩怎樣待約旦河東的兩
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個亞摩利王西宏和噩，將他們，將他們盡行毀滅盡行毀滅。。11 11 我我
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們一聽見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們的緣故，
並無一人有膽氣。並無一人有膽氣。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本是上天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本是上天
下地的上帝下地的上帝下地的上帝。下地的上帝。



書書六六1515--1818書書六六1515 1818

1515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照樣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時候，他們起來，照樣15 15 第七日清早 黎明的時候 他們起來 照樣第七日清早 黎明的時候 他們起來 照樣
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了七次。繞城七次；惟獨這日把城繞了七次。16 16 到了第到了第
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七次，祭司吹角的時候，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七次 祭司吹角的時候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七次 祭司吹角的時候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
呼喊吧，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呼喊吧，因為耶和華已經把城交給你們了！17 17 
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華面前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毀滅毀滅；只有；只有
妓女喇合與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為她隱藏妓女喇合與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為她隱藏
了我們所打發的使者。了我們所打發的使者。18 18 至於你們，務要謹慎至於你們，務要謹慎
，不可取那，不可取那當滅的物當滅的物，恐怕你們取了那，恐怕你們取了那當滅的物當滅的物
就就連累連累以色列的全營，使全營以色列的全營，使全營受咒詛受咒詛。。



書書六六2020--2121書書六六2020 2121

2020 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聽見角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聽見角20 20 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 百姓聽見角於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 百姓聽見角
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聲，便大聲呼喊，城牆就塌陷，百姓便上去
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2121 又將城又將城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進城，各人往前直上，將城奪取；21 21 又將城又將城
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驢，都用
刀殺盡刀殺盡。。刀殺盡刀殺盡



書七書七11書七書七11

11 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上犯了罪；因為猶大1 1 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當滅的物上犯了罪；因為猶大上犯了罪；因為猶大
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支派中，謝拉的曾孫，撒底的孫子，迦米的
兒子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耶和華的怒氣就向兒子兒子亞干取了當滅的物亞干取了當滅的物；耶和華的怒氣就向；耶和華的怒氣就向
以色列人發作。以色列人發作。



書七書七1010--1212書七書七1010 1212

1010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起來！你為何這10 10 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 起來！你為何這耶和華吩咐約書亞說： 起來！你為何這
樣俯伏在地呢？樣俯伏在地呢？11 11 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以色列人犯了罪，違背
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當滅的物；又；又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了我所吩咐他們的約，取了當滅的物當滅的物；又；又
偷竊，又行詭詐，又把偷竊，又行詭詐，又把那當滅的那當滅的放在他們放在他們
的家具裏。的家具裏。1212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的家具裏的家具裏 12 12 因此 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因此 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
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跑，是
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當滅的物從從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當滅的物從從
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你們中間除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



書書八八2424--2626書書八八2424 2626

2424 以色列人在田間和曠野以色列人在田間和曠野殺盡所追趕一切艾殺盡所追趕一切艾24 24 以色列人在田間和曠野以色列人在田間和曠野殺盡所追趕 切艾殺盡所追趕 切艾
城的居民城的居民。艾城人倒在刀下，。艾城人倒在刀下，直到滅盡直到滅盡；；
以色列眾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殺了城中的以色列眾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殺了城中的以色列眾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殺了城中的以色列眾人就回到艾城，用刀殺了城中的
人。人。25 25 當日殺斃的人，連男帶女共有一萬當日殺斃的人，連男帶女共有一萬
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人。二千，就是艾城所有的人。2626 約書亞沒有約書亞沒有二千 就是艾城所有的人二千 就是艾城所有的人 26 26 約書亞沒有約書亞沒有
收回手裏所伸出來的短槍，收回手裏所伸出來的短槍，直到把艾城的直到把艾城的
一切居民盡行殺滅一切居民盡行殺滅。。切居民盡行殺滅切居民盡行殺滅



書書十十2828書書十十2828

2828 當日，約書亞奪了瑪基大，用刀擊殺城中當日，約書亞奪了瑪基大，用刀擊殺城中28 28 當日，約書亞奪了瑪基大，用刀擊殺城中當日，約書亞奪了瑪基大，用刀擊殺城中
的人和王；的人和王；將其中一切人口盡行殺滅將其中一切人口盡行殺滅，沒，沒
有留下一個。他待瑪基大王，像從前待耶有留下一個。他待瑪基大王，像從前待耶有留下 個 他待瑪基大王，像從前待耶有留下 個 他待瑪基大王，像從前待耶
利哥王一樣。利哥王一樣。



書書十十2929--3030書書十十2929 3030

2929 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瑪基大往立拿去，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瑪基大往立拿去，29 29 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瑪基大往立拿去，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瑪基大往立拿去，
攻打立拿。攻打立拿。30 30 耶和華將立拿和立拿的王也耶和華將立拿和立拿的王也
交在以色列人手裏。約書亞攻打這城，交在以色列人手裏。約書亞攻打這城，用用交在以色列人手裏 約書亞攻打這城，交在以色列人手裏 約書亞攻打這城，用用
刀擊殺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沒有留下一個刀擊殺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沒有留下一個
。。他待立拿王，像從前待耶利哥王一樣。他待立拿王，像從前待耶利哥王一樣。他待立拿王，像從前待耶利哥王 樣。他待立拿王，像從前待耶利哥王 樣。



書十書十3131--3333書十書十3131 3333

3131 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立拿往拉吉去，對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立拿往拉吉去，對31 31 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立拿往拉吉去，對約書亞和以色列眾人從立拿往拉吉去，對
著拉吉安營，攻打這城。著拉吉安營，攻打這城。32 32 耶和華將拉吉耶和華將拉吉
交在以色列人的手裏。第二天約書亞就奪交在以色列人的手裏。第二天約書亞就奪交在以色列人的手裏 第二天約書亞就奪交在以色列人的手裏 第二天約書亞就奪
了拉吉，了拉吉，用刀擊殺了城中的一切人口用刀擊殺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是
照他向立拿一切所行的。照他向立拿一切所行的。3333 那時基色王荷那時基色王荷照他向立拿 切所行的照他向立拿 切所行的 33 33 那時基色王荷那時基色王荷
蘭上來幫助拉吉，約書亞就把他和他的民蘭上來幫助拉吉，約書亞就把他和他的民
都擊殺了，都擊殺了，沒有留下一個沒有留下一個。。都擊殺了都擊殺了 沒有留下 個沒有留下 個



書十書十4040--4242書十書十4040 4242

4040 這樣，約書亞這樣，約書亞擊殺全地的人擊殺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就是山地、40 40 這樣，約書亞這樣，約書亞擊殺全地的人擊殺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就是山地
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諸王，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諸王，
沒有留下一個沒有留下一個。將凡有氣息的。將凡有氣息的盡行殺滅盡行殺滅，正，正沒有留下 個沒有留下 個 將凡有氣息的將凡有氣息的盡行殺滅盡行殺滅，正，正
如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所吩咐的。如耶和華－以色列的上帝所吩咐的。41 41 約書約書
亞從加低斯亞從加低斯••巴尼亞攻擊到迦薩，又攻擊歌珊巴尼亞攻擊到迦薩，又攻擊歌珊亞從加低斯亞從加低斯 巴尼亞攻擊到迦薩 又攻擊歌珊巴尼亞攻擊到迦薩 又攻擊歌珊
全地，直到基遍。全地，直到基遍。42 42 約書亞一時殺敗了這些約書亞一時殺敗了這些
王，並奪了他們的地，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王，並奪了他們的地，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王 並奪了他們的地 因為耶和華 以色列王 並奪了他們的地 因為耶和華 以色列
的上帝為以色列爭戰。的上帝為以色列爭戰。



書十書十一一1010--1212書十書十 1010 1212

1010 當時，約書亞轉回奪了夏瑣，用刀擊殺夏當時，約書亞轉回奪了夏瑣，用刀擊殺夏10 10 當時，約書亞轉回奪了夏瑣，用刀擊殺夏當時，約書亞轉回奪了夏瑣，用刀擊殺夏
瑣王。（素來夏瑣在這諸國中是為首的。）瑣王。（素來夏瑣在這諸國中是為首的。）
1111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城中的人口，將他們以色列人用刀擊殺城中的人口，將他們盡盡11 11 以色列人用刀擊殺城中的人口，將他們以色列人用刀擊殺城中的人口，將他們盡盡
行殺滅行殺滅；凡有氣息的；凡有氣息的沒有留下一個沒有留下一個。約書亞。約書亞
又用火焚燒夏瑣。又用火焚燒夏瑣。1212 約書亞奪了這些王的一約書亞奪了這些王的一又用火焚燒夏瑣又用火焚燒夏瑣 12 12 約書亞奪了這些王的約書亞奪了這些王的
切城邑，擒獲其中的諸王，用刀擊殺他們，切城邑，擒獲其中的諸王，用刀擊殺他們，
將他們將他們盡行殺滅盡行殺滅，正如耶和華僕人，正如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摩西所吩將他們將他們盡行殺滅盡行殺滅 正如耶和華僕人正如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摩西所吩
咐的咐的。。



書十一書十一2121--2323書十書十 2121 2323

2121 當時約書亞來到，將住山地、希伯崙、底當時約書亞來到，將住山地、希伯崙、底21 21 當時約書亞來到，將住山地 希伯崙 底當時約書亞來到，將住山地 希伯崙 底
璧、亞拿伯、猶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璧、亞拿伯、猶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
亞衲族人剪除了。約書亞將他們和他們的城亞衲族人剪除了。約書亞將他們和他們的城亞衲族人剪除了 約書亞將他們和他們的城亞衲族人剪除了 約書亞將他們和他們的城
邑邑盡都毀滅盡都毀滅。。22 22 在以色列人的地在以色列人的地沒有留下一沒有留下一
個個亞衲族人，只在迦薩、迦特，和亞實突有亞衲族人，只在迦薩、迦特，和亞實突有個個亞衲族人 只在迦薩 迦特 和亞實突有亞衲族人 只在迦薩 迦特 和亞實突有
留下的。留下的。23 23 這樣，這樣，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
摩西的一切話摩西的一切話奪了那全地，就按著以色列支奪了那全地，就按著以色列支摩西的 切話摩西的 切話奪了那全地 就按著以色列支奪了那全地 就按著以色列支
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於是國中太平於是國中太平
，沒有爭戰了。，沒有爭戰了。，沒有爭戰了。，沒有爭戰了。



爲何要滅盡迦南人？爲何要滅盡迦南人？爲何要滅盡迦南人？爲何要滅盡迦南人？

迦南人犯了什麽罪？迦南人犯了什麽罪？迦南人犯了什麽罪？迦南人犯了什麽罪？

迦南人的多神宗教（巴力、迦南人的多神宗教（巴力、ElEl、、MotMot、、
AnathAnath AstarteAstarte AsherahAsherah 等）等）AnathAnath、、AstarteAstarte、、AsherahAsherah、等）、等）

巴力是豐收（巴力是豐收（fertilityfertility）的男神，每年都死）的男神，每年都死
又復活 男女神交合就可帶來雨水和豐收又復活 男女神交合就可帶來雨水和豐收又復活。男女神交合就可帶來雨水和豐收又復活。男女神交合就可帶來雨水和豐收

在敬拜中，男女信眾也要跟廟妓交合（在敬拜中，男女信眾也要跟廟妓交合（民民
二十五二十五11--44））
他們甚至用人來獻祭個他們的神（他們甚至用人來獻祭個他們的神（王下三王下三他們甚至用人來獻祭個他們的神（他們甚至用人來獻祭個他們的神（王下王下
2626--2727））



民二十五民二十五11--44民二十五民二十五11 44

11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1 1 以色列人住在什亭，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
亂亂。。2 2 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她們的一同給她們的
神獻祭，百姓就吃她們的祭物，跪拜她們神獻祭，百姓就吃她們的祭物，跪拜她們神獻祭，百姓就吃她們的祭物，跪拜她們神獻祭，百姓就吃她們的祭物，跪拜她們
的神的神。。3 3 以色列人與巴力以色列人與巴力••毗珥連合，耶和毗珥連合，耶和
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



王下三王下三2626--2727王下三王下三2626 2727

2626 摩押王見陣勢甚大，難以對敵，就率領七摩押王見陣勢甚大，難以對敵，就率領七26 26 摩押王見陣勢甚大，難以對敵，就率領七摩押王見陣勢甚大，難以對敵，就率領七
百拿刀的兵，要衝過陣去到以東王那裏，百拿刀的兵，要衝過陣去到以東王那裏，
卻是不能；卻是不能；2727 便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便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卻是不能；卻是不能；27 27 便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便將那應當接續他作王的長
子，在城上獻為燔祭。子，在城上獻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以色列人遭遇耶和
華的大怒，於是三王離開摩押王，各回本華的大怒，於是三王離開摩押王，各回本華的大怒 於是三王離開摩押王 各回本華的大怒 於是三王離開摩押王 各回本
國去了。國去了。



撒上十五撒上十五11--33撒上十五撒上十五11 33

11 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撒母耳對掃羅說：「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1 1 撒母耳對掃羅說： 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撒母耳對掃羅說： 耶和華差遣我膏你為王
，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當聽從耶，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當聽從耶
和華的話。和華的話。2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以色以色和華的話和華的話 2 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 以色以色
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路上亞瑪力人怎樣
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待他們，怎樣抵擋他們，我都沒忘。33 現在現在待他們 怎樣抵擋他們 我都沒忘待他們 怎樣抵擋他們 我都沒忘 3 3 現在現在
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你要去擊打亞瑪力人，滅盡他們所有的，滅盡他們所有的，
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不可憐惜他們，將男女、孩童、吃奶的，不可憐惜他們 將男女 孩童 吃奶的不可憐惜他們 將男女 孩童 吃奶的
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並牛、羊、駱駝，和驢盡行殺死。』』」」



撒上十五撒上十五2222--2323撒上十五撒上十五2222 2323

22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22 22 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
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聽命勝於獻祭；
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與行邪術悖逆的罪與行邪術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 悖逆的罪與行邪術悖逆的罪與行邪術
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
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相同。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相同 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也相同 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 耶和華也
厭棄你作王。厭棄你作王。



民三十三民三十三5050--5454民三十三民三十三5050 5454

5050 耶和華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耶和華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50 50 耶和華在摩押平原 約旦河邊 耶利哥對耶和華在摩押平原 約旦河邊 耶利哥對
面曉諭摩西說：面曉諭摩西說：51 51 「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吩咐以色列人說：
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5252 就要從就要從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52 52 就要從就要從
你們面前趕出那裏所有的居民，你們面前趕出那裏所有的居民，毀滅毀滅他們他們
一切鏨成的石像一切鏨成的石像和他們和他們一切鑄成的偶像一切鑄成的偶像，，切鏨成的石像切鏨成的石像和他們和他們 切鑄成的偶像切鑄成的偶像
又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又拆毀他們一切的邱壇。53 53 你們要奪那地你們要奪那地
，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住在其中 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住在其中 因我把那地賜給你們為業



申七申七22--66申七申七22 66

22 耶和華－你上帝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耶和華－你上帝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2 2 耶和華 你上帝將他們交給你擊殺 那時你要把耶和華 你上帝將他們交給你擊殺 那時你要把
他們他們滅絕淨盡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
。。3 3 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
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4 4 因為他必因為他必
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
的怒氣向你們發作 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的怒氣向你們發作 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 55 你們你們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5 5 你們你們
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
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66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6 6 
因為你歸耶和華－你上帝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因為你歸耶和華－你上帝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
上帝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上帝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帝從地 的萬民中揀選你 特作自 的子民帝從地 的萬民中揀選你 特作自 的子民



申申二十二十1616--1818申申二十二十1616 1818

1616 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你上帝既賜你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你上帝既賜你16 16 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 你上帝既賜你但這些國民的城，耶和華 你上帝既賜你
為業，為業，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
1717 只要照耶和華－你上帝所吩咐的將這赫只要照耶和華－你上帝所吩咐的將這赫17 17 只要照耶和華 你上帝所吩咐的將這赫只要照耶和華 你上帝所吩咐的將這赫
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都人、耶布斯人都滅絕淨盡滅絕淨盡，，1818 免得他們教免得他們教人 耶布斯人都人 耶布斯人都滅絕淨盡滅絕淨盡 18 18 免得他們教免得他們教
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惡的事導你們學習一切可憎惡的事，就是他們向，就是他們向
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你自己神所行的 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 你自己神所行的 以致你們得罪耶和華 你
們的上帝。們的上帝。



創創十五十五1313--1616創創十五十五1313 1616

13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的確知道，你13 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的確知道，你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的確知道，你
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1414 並且他並且他；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 14 14 並且他並且他
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
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1515 但你要享但你要享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必帶著許多財物從那裏出來 15 15 但你要享但你要享
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被大壽數，平平安安地歸到你列祖那裏，被
人埋葬。人埋葬。1616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此地人埋葬人埋葬 16 16 到了第四代 他們必回到此地到了第四代 他們必回到此地
，，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啓十九啓十九1313--1616啓十九啓十九1313 1616

13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13 13 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上帝之
道。道。14 14 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
衣，又白又潔，跟隨他。衣，又白又潔，跟隨他。1515 有利劍從他口有利劍從他口衣，又白又潔，跟隨他衣，又白又潔，跟隨他 15 15 有利劍從他口有利劍從他口
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必用鐵杖轄管
他們，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醡。他們，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醡。1616 在在他們 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醡他們 並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醡 16 16 在在
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主之主，萬主之主 」」



彼後三彼後三99--1010彼後三彼後三99 1010

9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9 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
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1010 但主的日子但主的日子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10 10 但主的日子但主的日子
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
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
的物都要燒盡了。的物都要燒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