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妥拉看神的救贖？
真正的妥拉是律法書嗎？聖經的第一卷書真的是創世記嗎？我
們要重思妥拉的意義與我們的信仰關係。

講員◎潘石夫博士 Dr. Seth Postell
翻譯◎張奇軍

整理◎莊恩慈

講員簡介
以色列聖經學院教務長，生於美國，現回
歸以色列，是鑽研彌賽亞神學的專家，目
前在特拉維夫市鄰近教會牧會。

在

我 們 的 認 知 中， 聖 經 的
第 一 卷 書 是 創 世 記， 然
而 在 新 舊 約 中， 每 次 提
到或引用這頭五卷書時，從沒有一
處 這 麼 寫：「 創 世 記 說 ……、 出
埃 及 記 說 ……」， 但 都 有「 妥 拉
說 ……」 或「 摩 西 的 書 說 ……」
所以，聖經的第一卷書正確答案
應該是「妥拉」！

摩西五經中的彌賽亞
耶穌說：「不要想我在父面前

要告你們；有一位告你們的，就
是你們所仰賴的摩西。你們如果
信摩西，也必信我，因為他書上
有 指 著 我 寫 的 話。」( 約 五 4546) 不是耶穌在上帝面前指責、控
訴那些法利賽人，而是表明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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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上有控訴他們的話。如果這
些法利賽人相信摩西，也必得相
信耶穌，因為在摩西的書上有指
著耶穌所寫的話。
妥拉總共有 5853 節經文，其中
與彌賽亞或預言相關的經文有多
少？
基督徒對於妥拉的理解，有一
部分與傳統猶太人的理解重疊，
其中大約有九到十二節是關乎彌
賽亞的預言，如「女人的後裔要

傷 蛇 的 頭 」( 創 三 15)；「 猶 大
的獅子必用手臂掐住仇敵的頸
項」( 創四十九 8-12)。而妥拉中
有 65% 的經文講的是律法，所以
大多數人都認為律法才是妥拉的
主軸，似乎彌賽亞這個主題，一
點兒都不重要。

這似乎與約翰福音五章耶穌所
說的有相違之處，猶太人也無法
接受光讀妥拉，就相信耶穌是彌
賽亞。如果將摩西所寫的五經當作
一卷書，他背後所要傳遞的意義
非凡，雖然數字顯示，與彌賽亞
有關的經文的確占相當少的篇幅，
但彌賽亞卻是整個妥拉的主軸。
很多人都讀過魯益師的著作《獅
子．女巫．魔衣櫥》，後翻拍成電影
《納尼亞傳奇》。故事的主角是獅
子亞斯藍，牠為了一個壞蛋，犧
牲自己的生命，後來又復活，打
敗可怕的女巫。大家如果讀過新
約，就知道這個故事在講誰。但
是，在魯益師的筆下，海狸的篇幅
佔了 65%，而獅子只在結局時才
出現。魯益師應用了「質勝於量」
的原則，關鍵不在於獅子出現的
機率，而是牠在這篇故事中扮演
的角色和功能。是獅子解決了故
事的問題人物女巫，而不是海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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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益師一路鋪陳，最後就是帶領
讀者看見亞斯藍才是故事的主角。

關鍵線索
妥拉所面對的問題也是如此，
關鍵不再於彌賽亞出現多少次，
而是祂在故事裡扮演什麼角色與
功能。通常人穿的衣服上若發現
有個線頭，第一個反應應該是想
辦法扯掉，但處理不當又會跑出
其他線頭，在不斷拔扯線頭的當
下，也許就破壞了衣服的結構，
以致衣服也不能穿了。在妥拉中，
有一節經文就像這個關鍵的線頭
一樣重要：「神就賜福給他們，

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
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
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
動 的 活 物。」( 創 一 28) 如 果 將
這節經文抽走，整本妥拉也會四
分五裂。
這節經文提到三件關鍵性的應
許：
1. 神就賜福。在整本妥拉中，神
的賜福非常重要。申命記卅三章是
摩西死前寫下的一篇祝福，也是
整本妥拉最高潮的尾曲。事實上，
妥拉所有的故事情節中，充滿了
祝福。從這個祝福的線索可看出，
上帝為何必須揀選亞伯拉罕，將
他從本族本鄉帶出來。
在創造初期，亞當和夏娃因為
沒有聽從上帝吩咐的話，以致祝
福變成咒詛，造成衝突和問題的
出現，必須要有某個人 ( 後裔 ) 或
某一樣事物來解決，從創世記第
三章開始的問題。
2. 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如果將
這個生養眾多的應許抽掉，妥拉也
失去意義。這個應許是生命的應
許，因為生養會帶出後裔，也帶
出更多生命。在墮落之前，生養
孩子是很容易的事，但亞當夏娃
犯罪後，女人就飽受生產的苦楚。

創造之初對於生命和未來的應許
與盼望，在墮落之後都出現問題。
3. 治理這地。遍滿「地」面希伯
來文 erets 是土地，包含全世界。
所謂治理這地，是治服管理的意
思。上帝給人類的使命是征服這
塊土地，而且是從蛇 ( 撒但 ) 的手
中，奪取地的治理權。

都是恩典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
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
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
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
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
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
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你得福。」( 創十二 1-3) 亞
當夏娃使祝福變成了咒詛；從生
養眾多、遍滿地面，到變成死亡
與痛苦；從征服、治理地土，到
被趕出流放。
後來耶和華揀選了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扮演的角色，就是要解
決衝突和問題的劇情。光是在這
三節經文中，「福」就出現了五
次。上帝不但說亞伯拉罕自己會
成為一個祝福，還告訴他，他必
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後裔要
多 如 天 上 的 星、 海 邊 的 沙 ( 參 創
十五 )。
當上帝告訴亞伯拉罕，去到祂
指示的那個地方，也就是上帝一
開始將亞當從園子外的土地帶進
來之處。這樣的關聯性在妥拉中
相當多也很重要。好像一部電影
從頭看到尾，我們要將各種情節

和元素整合，讀妥拉也是如此。
雖然律法佔妥拉 65% 的比例，但
在創世記所產生有關祝福、後裔
和土地的問題，卻不是律法能解
決的。上帝在創世記十二章揀選
了亞伯拉罕，是因為恩典。
上帝只給亞當夏娃一條律法，
就是園中一棵樹上的果子不能吃。
但亞當夏娃搞砸了一切，讓完美
的世界墮落，充滿罪惡和死亡的
威脅，此時再創造 613 條律法，
真的能翻轉嗎？當然，律法是聖
潔良善的，但是必須要從上帝的
應許中，才能找到問題的答案，
不會因為我忠實或忠心、順服，
就能解決這些問題，關鍵點是神
的信實而非人該如何？
當我們從妥拉中抽走創世記三
章 15 節、四十九章、民數記廿四
章和申命記十八章這幾段經文，
妥拉就無法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
以上這些經文都預言到那將要來
的君王，在末後的日子帶來祝福、
打敗仇敵，統管以色列和列國萬
民。信實的神要成就這樣的祝福，
安排拯救我們的彌賽亞，祝福我
們的生命。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的神學意義
創世記一到十一章相當於妥拉
的前言，也可說是約書亞記到列
王紀的開胃菜。換句話說，如果
創世記一到十一章讀得夠細，就
知道從約書亞開始，以色列這個
民族未來的命運了。
Ma’asel Avot Siman L’Banim
這個希伯來文片語的意思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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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祖身上發生的事情，都成為
後代子孫的預兆或記號。Ma’asel
Avot 意思是先祖的行為，Siman
則是一個記號或預兆。「那地遭

遇饑荒。因饑荒甚大，亞伯蘭就
下埃及去，要在那裡暫居。」( 創
十二 10) 因為嚴重的饑荒問題，
亞伯拉罕去到埃及，老婆被賣為
奴，耶和華因此降災與法老全家，
後來亞伯拉罕得到法老的餽贈，
成為有錢人，回到應許之地。
這件事與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
園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文學分析
來看，有重複出現且共通的字彙
和片語，劇情也有其平行之處。
摩西在寫第二個故事時，他腦中
已經有第一個故事的影子，因此
用了特殊的字彙，讓我們看見前
後兩個故事的關聯。

文學的類比
當我們在讀妥拉和舊約時，需
要思考故事是否有串聯之處。再
舉個例子，挪亞方舟當時的人全
都被大洪水淹沒，只有挪亞一家
八口得救。在出埃及記一開始，
記載法老惡意淹死希伯來出生的
男嬰，只留下女嬰。摩西的媽媽
將他放在蒲草箱 (ark) 內，這個字
與方舟的希伯來文都是 Tebah。
在妥拉中，有五個不同的字彙
描寫箱子、籃子，摩西可以用別的
字，但他卻用了與方舟一樣的字。
這個字在希伯來聖經內，除了挪
亞方舟之外，沒有其他地方出現。
就像挪亞藉著方舟，從死亡的洪
水中得拯救，摩西也同樣藉著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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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箱，從死亡的河水中得著拯救。
挪亞的故事與摩西的故事有許
多平行處，挪亞造的方舟是上帝
啟示的藍圖，如同摩西建造會幕
也是藉由上帝的啟示。挪亞猶如
盟約的中間人，摩西也是神與人
之間盟約的中間人。這樣的形態
在希伯來聖經中出現得非常頻繁，
是一種敘事的預表，說明前面的
故事如何預備讀者的心，來迎接
下一個類似的故事。
作者刻意要讀者注意前後兩個
故事的連結，第一是運用兩者共
通的語言詞彙，第二是平行的故
事情節。第三個是詮釋的歷史或
所謂釋經的歷史。當我們讀經中
發現兩處經文有關連時，可考究
歷史中是否也有過此發現，幫助
我們更確認這獨到的見解。這種
稱為文學的類比，就是作者刻意
的安排，吸引讀者將前後兩個故
事互相比較，更明白神的心意。
人類受造 VS 亞伯拉罕被揀選
創世記第二章 10-14 節可看出，
亞當受造是在伊甸園裡，經文中
以河流來界定伊甸園的位置，大
約是在地圖上埃及、亞述、巴比
倫所在位置，而以色列就在這中
間區塊，這裡成為應許之地是從
創世記的伊甸園就界定的。
從創世記十二章開始，上帝揀
選了亞伯拉罕，能實現創世記祂
起初給人類的三個應許：祝福以
色列，使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又給他們一塊土地去治理，
這也是神要祝福全人類的心意。

聖經確實提到，神揀選亞伯拉罕
是要讓地上萬族萬民，都因亞伯
拉罕蒙福。
創世記十五章 18 節，當上帝應
許亞伯拉罕，要將那塊土地賜給
他時，地界也是用河流來界定。
聖經提到耶和華神把那個人安置
在園子裡，在希伯來原文是耶和
華使那人在園子裡面「安息」，
「安息」常在申命記裡出現，如
上帝要帶領以色列人進入那地，
讓他們安息。耶和華將亞當放在
園子裡，也讓他可以修理看守，
就像祂應許要人來治理這地一樣。
伊甸園 VS 應許之地
上帝當時在伊甸園中只給亞當
一條誡命：「耶和華

神吩咐他
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
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
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
日子必定死！」( 創二 16-17) 如
果亞當遵守這條誡命，就可以住
在應許之地。這樣的情節就好像
耶和華對約書亞和以色列人說的，
遵守了祂的律法、誡命，就可以
住在迦南這塊應許之地。
蛇的試探 VS 迦南人的試探
然後，亞當夏娃遇到已經住在
那塊地的一個生物 —蛇。蛇誘
惑、試探他們，期望他們悖逆神，
違背那條誡命。當約書亞帶著百
姓征服治理迦南地時，留下了一
些迦南人，後來他們成了以色列
人的網羅，讓以色列人走上歪路。
女人的後裔 VS 大衛的後裔
在受試探的過程中，上帝帶下
盼望 —女人的後裔。當我們從
女人的後裔一路追溯，就會追到
猶大支派。在亞當夏娃被趕出來
之前，上帝已經應許一個已揀選
的後裔。從撒母耳記可看到大衛
被膏為王，他是猶大支派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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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塔 VS 巴比倫

換句話說，在整個妥拉的結尾，
摩西早就預先看到，以色列民族

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他們
往東而去，因為神在伊甸園東邊安
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
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24 節）。
亞當夏娃犯了罪，罪就開始蔓延，
一直到創世記十一章，人一路往
東遷移，最後到了巴比倫的位置，
在那裡想蓋造通天的巴別塔 ( 參創
十一章 )。而進入應許之地的以色
列人，被當地迦南人誘惑，開始
悖逆神，神後來也將他們趕出迦
南這塊應許之地，最後也是被擄
到巴比倫。

將來要遭遇的命運，所以創世記
一到十一章，絕不是事後諸葛補
寫的歷史，而是事情發生之前就
先寫下的先知預言。以色列民既
已注定失敗，人的盼望就不在於
遵行律法，而在於創世記所說女
人的後裔。
摩西五經雖被大多數人認定是
一本律法書，但是讀到妥拉中一
個又一個故事時，尤其在創世記
一到十一章，並非告誡我們不要
學亞當夏娃，要遵守律法。乃是
上帝要告訴以色列和萬民，我們

真實的預言

注定要像亞當夏娃一樣失敗，但

申命記三十章中，摩西明講以
色列人最後一定會被擄，因為他
們悖逆上帝。申命記三十一章，
更鮮明地指出，這些以色列百姓
進入應許之地後，必定隨從當地
的人行淫、拜假神，後遭被擄的
命 運。 而 且 他 寫 下 摩 西 之 歌 ( 申
三十二章 )，使他們存記在心，敘
述上帝如何將以色列民帶進應許
之地，以色列人如何悖逆、失敗，
神會如何審判他們，最後又怎麼
拯救他們。

不要擔心，因為上帝是信實的。
整個妥拉的神學主軸不再是所謂
的西乃之約，而是新的盟約。

新的盟約
創世記六章和八章都講明，每
個人從一生出來就充滿罪性，然
而神卻在妥拉接近結尾說：「耶

和華─你 神必將你心裡和你後
裔心裡的污穢除掉，好叫你盡心
盡性愛耶和華─你的 神，使你
可以存活。」( 申卅 6) 意思是我

們的心要行割禮，好讓百姓能夠
再愛耶和華。這個將心裡的污穢
除掉，給心行割禮的神學，其實
和耶利米書、以西結書所講新的
盟約一模一樣。換句話說，妥拉
要傳遞的信息，是指出女人的後
裔以及除掉心裡的污穢，給心行
割禮。
整個舊約聖經中，神學的類比
出現非常頻繁，先前發生的故事
不單單告訴我們，以色列過去發
生什麼事，而且是預備以色列人
要迎接未來的命運。耶和華神再
次在撒迦利亞書十四章提到，祂
回來站在橄欖山上為祂的百姓爭
戰時，有些詞彙就和耶和華神在
出埃及中，怎樣在紅海邊為祂的
百姓爭戰一樣。紅海分成兩半，
照樣橄欖山也會裂成兩半，好讓
祂的百姓可以從中間逃離。
因此，先知撒迦利亞在讀舊約
妥拉時，不只是在理解過去發生
的事，也預指未來將要發生。當
我們讀馬太福音時，記載耶穌從
埃及被帶出來，也是在影射摩西
將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出來的事。
我們讀的時候，不能只當成是過
去的事情，而是要預備心迎接這
位即將來的彌賽亞。

從 3/7 起，每週六 10：00-12：00，《特會精選》將播出華神講座

「洞察這世代—從摩西的妥拉看耶穌與宣教」精彩內容
三

7

舊約中的彌賽亞

三

7

以色列錯失彌賽亞

三

14 創世紀一至十一章的神學意義

三

14 教會時代的以色列

從舊約到新約，從妥拉到耶穌，跟

三

21 巴蘭與將臨的救贖主

隨聖經救贖進程，檢視普世宣教策

三

21 以色列歸回建國

略。見解精闢獨到，值得華人深思，

三

28 新舊約文本互涉 馬太福音

相當激勵人心！

三

28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主裡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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