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11 日 

12 月 11 日 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十九 18、34 

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你要愛鄰如己。我是耶和華。  

34 寄居在你們那裏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對利未記的作者來說，愛不是一種感受，而是一種可被命令的行動，也是一種遵命及意志的決定。

愛是遵守一切律法的終極動機，也是敬畏耶和華、愛神的實質表現。 

利未記十九章 18、34 節指出了以色列民遵守神聖法典的命令的總結，說明愛便是一切律法的要點。

十九章 18 節原文的翻譯是：「你要愛你的鄰舍如同自己！」而十九章 34 節的翻譯是：「你要愛他

如同自己！」十九章 18 節是針對本國的子民，而十九章 34 節卻是針對同居的外人。 

在本國的子民方面，十九章 18 節清楚說明要視對方為自己一樣去愛，而 16~17 節便是愛的具體行

動，包括不可搬弄是非，也不可有任何的敵人，更不可恨你的弟兄，這些都是愛的表達，不過 17 節

卻說明要指摘你的「鄰舍」，17 節當中「鄰舍」(’ămîtěkā)一字與 18 節的「鄰舍」(rēa’)不同，前

者強調深入的友誼，只有比較深入的友誼才可以用「指摘」來彼此相愛，而後者卻是一般互為關係

的鄰舍，這關係有疏也有近。這樣，愛鄰舍如同自己的教導是指向一般性的鄰舍，當然也包括比較

深入的朋友，而這些深交的朋友要以「指摘」來達到愛鄰舍如同自己的目的。 

在寄居的外人方面，十九章 34 節清楚說明要視這些外人如同本地人一樣，當以色列民對這些外人平

等對待，除去偏見，便等同把他們納入本國子民的類別當中(十九 18)，像愛自己的鄰舍一樣去愛他

們。因此，十九章 34 節的做法其實是把愛鄰舍如同自己的教導延伸至外人當中，保障他們免受欺壓。 

思想：愛，是一種生活的態度，是一種決定，這決定宣告，即或外人有多麼不可愛，都不會因為對

方的質素如何而停止把愛分享出去。在聖經裏，愛向來不是感受的詞語，而是一種命令，它不是一

種可做可不做的意見，而是一種神聖的要求，提升我們的信心領域，活出憑信去愛的道理。當以色

列民去愛，這便成為與萬民有分別的表徵，說明就算有一些人在古代近東的環境中被視為失落的一

羣，也能在恩約的子民中間找到神聖的愛。而你，有否這份愛呢？ 

 

  



12 月 12 日 

12 月 12 日 不可有奴隸與娼妓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十九 28~29 

28 不可為死人割劃自己的身體，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  

29「不可侮辱你的女兒，使她淪為娼妓，免得這地行淫亂，地就充滿了邪惡。 

利十九 28~29 的禁令，原是帶有一種對人身的保護。 

首先，「不可為死人用刀劃身」這句原文沒有「死人」這字，而原文直譯是「不可割生命，你們給

予你們的肉體」，叫我們想起巴力先知們敬拜巴力時的禮祭(王上十八章)，因此經文主要禁止的是

巴力的敬拜禮祭，指出以色列民不可以參與任何外邦神明的敬拜。這種拜巴力的禮祭藉傷害自己的

身體來叫醒沉睡的巴力，本身便是對身體的一種不敬，也是對人性的貶低，因此律法必須禁止。 

第二，「不可在身上刺花紋」比較難解，Jacob Milgrom 認為這經文一定要座落在奴隸的制度來理

解，當時古近東的時代，若果有人被賣作奴隸，就必須在他/她身上刺花紋，以表示此人屬於某主人。

這樣，「不可在身上刺花紋」這禁令便是一種禁止以色列民成為奴隸的禁令，只適用於當時的文化

及奴隸制的背景。[1]因此，這禁令其實要禁止的，就是把以色列民當作奴隸。奴隸制度把人物化成

為某人的財產，是一種人性的否定，現在此禁令反對奴隸制，目的是讓以色列人成為自由人，活出

應有的人性。 

第三，利十九 28 有一句「我是耶和華」，說明以色列民之所以要守這些禁令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其他

社會及政治的因素，而是因為耶和華是以色列民的神，祂期望以色列民活出祂的聖潔(利十九 2)，以

遵守禁令，把神的聖潔融入以色列民當中。因此，當以色列民不參與外邦神明的敬拜，也不把自己

的弟兄成為奴隸時，便能活出聖潔的子民了。 

最後，利十九 29 吩咐所有父親不可使自己的女兒成為娼妓，這是由於父親期望圖利而把自己的女兒

成為生財的工具。而經文說娼妓的活動是一種大惡，這大惡固然是指父親為了利益而把自己的女兒

物化為性的奴隸，大惡也是指娼妓活動所帶來的淫亂，這兩種大惡使地污染了，也同時把人性物化，

成為性的奴隸及工具。 

思想：律法的存在，原是為了保護人性。事實上，我們現在可能未至於壞到一個地步，去拜巴力以

及使人做奴隸及娼妓，但我們又會否對待別人及自己手下的員工時，把他們當為奴隸及只是生財的

工具來看待？我們又是否不知不覺把身邊的人物化？求主幫助，叫我們活出真正律法期望的人性。  

 [1] Jacob Milgrom, Leviticus 17-22, Anchor Bible 3A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1694-5. 

 

  



12 月 13 日 

12 月 13 日 曾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十九 33~37 

33「若有外人寄居在你們的地上和你同住，不可欺負他。34 寄居在你們那裏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

本地人，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  

35「你們審判的時候，不可用不公正的度量衡。36 你們要用公正的天平、公正的法碼、公正的伊法

和公正的欣。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曾把你們從埃及地領出來。37 你們要謹守我一切的律例典

章，遵行它們。我是耶和華。」 

利未記十九章 33~37 節可分為兩段，第一段是十九章 33~34 節，主題是關於對待寄居的外人的條例；

第二段是十九章 35~36 節，主題是關於公平公義的審判及法碼。最後 37 節便是總結句，再次要求

以色列民要遵行耶和華一切的律例典章，並且說明遵命的原因是「我是耶和華」。 

在第一段(十九 33~34)，經文說明，若有「外人」(gēr)與以色列民「寄居」(gûr) (和合本作同居)，

以色列民便一定要視他們為自己本國的人一樣的對待。為甚麼以色列民要視他們如同自己呢？34 節

給予兩個重要的原因：(1)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2)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以色列民

要對待外人如同自己，是因為以色列民本身都曾是一羣寄居在埃及地的人，他們在埃及地曾接受當

地人的欺壓，做苦工，甚至殺他們剛出生的兒子，他們理應更明白作為受欺壓的人的感受如何，因

此，以色列民更有條件明白為何不可以把同樣的欺壓加在別人身上，這成為他們愛外人如同自己的

根據。正如我們本身是罪人，曾在罪惡當中  

受壓榨，我們應更體諒身邊犯錯的人，讓他們有機會更新。 

在第二段(十九 35~36)，經文指出在審判與法碼的事上要有公義， 「公義」(ṣěděq) [漢語通常用

「公正」來描述法碼，但原文「公義」] 此形容詞出現多次(36 節)，帶出以色列民要用「公義」(和

合本作公理)的天平、法碼、升斗及秤，何謂「公義」？根據上文，「公義」包括不偏待人，無論是

外人或是本國的人，都必須在法碼的事上要一視同仁。35 節也說明在審判的事上也要有「公義」 

[ 在原文，這個審判是指按照律法而行，當中會涉及裁斷是否有罪，可參考 NASB，它的翻譯是

judgment ] ，亦即是，審判官不可因為對方的身份及地位而影響任何判斷。這樣，以色列民便可活

出恩約子民的見證，在不公不義的世代中，讓世人看見「公義」在人間彰顯。 

思想：視外人為自己一樣的道理如何幫助你明白如何對待你家中的外傭及新移民呢？我們會否因為

對方是外人而視他們為次等的公民呢？在此，我們要明白自己或許也曾在異地寄居，而得以深深體

會受欺壓的光景是何等難受，便決不會再把同樣的苦楚加諸在別人身上。而你有這樣愛外人如同自

己的心嗎？ 

 

  



12 月 14 日 

12 月 14 日 不可把兒女經火獻給摩洛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 1~5 

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2「你要對以色列人說：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以色列的外人，把自己兒女

獻給摩洛的，必被處死；本地的百姓要用石頭打死他。3 我也要向那人變臉，把他從百姓中剪除，

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玷污了我的聖所，褻瀆了我的聖名。4 那人把兒女獻給摩洛，本地的百姓

若假裝沒看見，不把他處死，5 我就要向這人和他的家人變臉，把他和所有跟隨他與摩洛行淫的人

都從百姓中剪除。  

當作者描述關於性行為及社會公義的聖潔之時，經文在第二十章突然有一種另類的條例：不可把兒

女經火獻給摩洛。到底我們應如何理解這條例呢？對我們的生命有何提醒呢？ 

首先，到底甚麼是摩洛？當我們翻查文獻，了解古近東的眾神明時，我們沒有發現摩洛這神明存在，

因此這名字似乎不是指向某一個獨特的神明，而是另有所指。有學者具說服力地指出摩洛(Molech)

這詞來自兩個希伯來文字的組合，它們分別是「君王」及「羞辱」，就是取了「君王」一字的韻母

並結合了「羞辱」一字的聲母所組成的字，因此摩洛的意思有可能是指羞辱的君王，亦即是，如果

有君王把自己的兒女獻作燔祭給某神明，這君王便是羞辱的君王。當時古近東很多君王都會嘗試把

自己的兒女獻給神明，一方面期望討好神明，表示出自己的犧牲，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為了政治的

元素，讓自己的子民看見自己如何的敬虔及犧牲，便鼓勵子民也同樣作出對等的犧牲，這在當時的

文化中是一種有效的政治手段。不過，以色列民千萬不可以這樣做，就算這是古近東主流的文化，

也是熟悉及有效的政治手法，也不可因為有效而仿效，以色列民務必與萬民有分別，才可活出聖潔

的生命質素。 

這樣，不可把兒女經火獻給摩洛的要求其實是一種不可效法萬民以自己兒女作政治手段的要求，一

方面是為了表達出對人生命的尊重及寶貴，另一方面也說明以色列民必須與萬民有分別。以色列民

常常因為萬民的習慣而經驗試探，他們常常受試探要以別人認為有效的政治手段來管治自己的國家，

有時看見別的國家強大時，便有傾向以對方的手來管治。的而且確，猶大王亞哈斯也曾把自己的兒

女經火(代下二十八 3)，他的做法明顯受到外邦人的影響。因此，利未記作者必須在二十章 1~5 節

清楚說明這禁令。 

若果以色列民或是寄居者行了這事，百姓便必須用石頭打死他(二十 2)，為要把這惡由民中除去，並

且他要被剪除(二十 3)，代表他不再是恩約的子民，再者，若果有人看見某人行這事而視而不見，也

必須被剪除(二十 4、5)，可見這是一種最嚴重的罪行，犯罪的人必須受到最大的刑罰。 

思想：你是否曾受試探，以不合神心意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昔日神禁止以色列民被萬民的做

法同化，今天，你是否也漸漸被他人的做法同化呢？求主叫我們謹記神的命令，不犯大罪。 

 

  



12 月 15 日 

12 月 15 日 性行為不潔的嚴重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 10~21 

10「凡與有夫之婦行姦淫，就是與鄰舍的妻子行姦淫的，姦夫淫婦必被處死。11 人若與繼母同寢，

就是露了父親的下體，二人必被處死，血要歸在他們身上。12 人若與媳婦同寢，二人必被處死；他

們行了亂倫的事，血要歸在他們身上。13 男人若跟男人同寢，像跟女人同寢，他們二人行了可憎惡

的事，必被處死，血要歸在他們身上。14 人若娶妻，又娶妻子的母親，這是邪惡的事；要把這三人

用火焚燒，在你們中間除去這邪惡。15 人若與獸交合，必被處死；你們也要殺死那獸。16 女人若

與獸親近，與牠交合，你要把那女人和獸殺死；他們必被處死，血要歸在他們身上。  

17「人若娶自己的姊妹，或是同父異母的，或是同母異父的，彼此見了下體，這是可恥的事；他們

必在自己百姓眼前被剪除。他露了姊妹的下體，必擔當自己的罪孽。18 若有人跟經期中的婦人同寢，

露了她的下體，暴露婦人的血源，婦人也露了自己的血源，二人必從百姓中剪除。19 不可露姨母或

姑母的下體，因為這是露了骨肉之親的下體，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孽。20 人若與叔伯之妻同寢，就

露了他叔伯的下體，他們必擔當自己的罪，必沒有子女而死。21 人若娶了自己兄弟的妻子，就露了

他兄弟的下體，這是不潔淨的事，他們必沒有子女。 

利二十 10~21 再次如利十八 6~23 一樣提及性行為的聖潔，禁止一切婚姻以外的性行為，包括同性

性行為、亂倫與人獸交，基本上，這些禁令都是利十八 6~23 的重複，沒有太多的新意。到底兩處

經文有何不同的地方呢？ 

利二十 10~21 重複了利十八 6~23 關於婚外性行為的禁令，卻在多處的禁令當中加上「治死」及

「罪要歸到他們身上」的描述，當中「罪要歸到他們身上」這句其實解作「流人血/殺人」

(bloodguilt)，亦即是說，當有人進行亂倫、同性性行為及人獸交，他們的罪便等同殺人與流人血，

難怪經文需要用「治死」來作刑罰，這其實是一種對等性的刑罰(measure-for-measure)，就是說，

當有人殺人，便需要用被殺來回禮。 

這樣，利二十 10~21 把亂倫、同性性行為及人獸交的嚴重程度提升為殺人的層次，相信是因為性

(sexuality)與人性(humanity)之間的互為關係。性，不只是一種行為(sex act)，而是關乎到一個人的

人性展現。人永遠以作為男性或作為女性而存在，人與人之間的會遇，都是以一種男性或女性的存

在而運作，因此，性別(gender)與性(sexuality)不但存在於發生性行為的那一刻，而是發生在人與人

之間的相處當中，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性(co-humanity)，定義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而性行為

便是一種夫妻之間作為性的存有最親密的盟約關係下的人性展現，因而需要在婚盟的委身下才能夠

安全地及彼此尊重地進行，這樣，若有人在婚姻以外進行亂倫、同性性行為及人獸交，便等於否定

了盟約，也否定了人性，等同殺害自己的另一半，因此需要嚴重地刑罰。 

思想：當今社會，我們不會因為有亂倫、同性性行為及人獸交而進行死刑，教會也無權在社會中行

使私刑。然而，經文再次提醒我們性行為聖潔的重要性，若果我們未能好好守護自己的身體，任由

情慾控制我們，便不能在神面前活出一個聖潔的子民所應有的行為展現，也不能為自己及他人存留

真正的人性，而在這點上，我們便等同把自己及他人「治死」，而這個死不定是人命的死，而是人

性被物化的死。我們必須小心。 

 

  



12 月 16 日 

12 月 16 日 祭司不可玷染自己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一 1~4 

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告訴亞倫子孫作祭司的，對他們說：祭司不可為自己百姓中的死人玷污

自己，2 除非是他的骨肉之親，他的父母、兒女、兄弟、3 或未出嫁還是處女的姊妹，因她是至親，

才可以玷污自己。4 祭司既然在自己百姓中為首，就不可從俗玷污自己。 

利未記二十一至二十二章是很特別的兩章，主要描述勝任祭司的條件以及獻祭祭物的條件。M. 

Hildenbrand 為這兩章提供了一個扇型結構： 

A         成為獻祭祭司的條件與他們的親屬(二十一 1~15) 

            B         有缺陷的不可成為供職的祭司(二十一 16~23) 

                        X         祭司應怎樣防止褻瀆聖物(二十二 1~16) 

            B’        有缺陷的動物不可成為祭物(二十二 17~25) 

A’        成為祭物的條件與牠們的親屬(二十二 26~28) 

由以上的扇型結構可見，成為祭司的條件與成為祭物的條件是對應的，供職的祭司與祭物本身也不

可有缺陷，祭司與祭物兩者之間帶有共同的條件。這經文不是要歧視有殘疾的祭司，他們不能在聖

所供職不是因為任何道德的不潔(moral impurity)，而是說明健全的人與祭物象徵完整性，是一種禮

祭上的潔淨(ritual purity)，健全的祭物象徵最好的祭物，人不可獻次等的東西給神，要將最好的獻給

神，同樣地，健全的祭司象徵最完整的人，能代表以色列民處理祭物。[當今的處境不再需要會幕敬

拜，故「健全的祭司」的要求不再適用 ] 

民數記十九 18~19 節說明以色列的平民在接觸死屍之後要為自己潔淨，就算連平民也必須注意接觸

屍體所帶來的不潔，何況是祭司呢？因為祭司接觸死屍不但影響了自己在供職時的生命危險，更加

影響全以色列的福祉。因此，既然祭司在民中為首(利二十一 4)，就不可玷污自己。不過對祭司來說，

就算處理死屍有危險，他們也可以處理骨肉之親的死屍(利二十一 2~3)，這是因為沒有好好為死人

埋葬是一個大惡(參申二十一 23)，比較為祭司招來不潔更邪惡。 

思想：祭司成為以色列民的代表，把自己完全奉獻來處理聖物及獻祭的事，因此他們必須無缺陷。

同樣地，祭物本身也需要無缺陷。到底你是否獻呈次等的人生及東西給神呢？很多時，神在我們心

中的位置僅是次等，認為只要犧牲生命中的少許，便可以瞞天過海，在外表上裝出「獻上最好」的

假敬虔，為要博取別人的掌聲，誰不知這等同把有缺陷的獻給主，把無缺陷的留給自己。求主幫助

我們能把最好的給主，來回應祂為我們捨身的愛。 

 

  



12 月 17 日 

12 月 17 日 安息日為聖日 

作者：高銘謙 

利未記二十三 1~3 

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2「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對他們說：以下是我的節期，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

耶和華的節期。」 

3「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要有聖會；你們任何工都不可做。這是在你們一切的

住處向耶和華當守的安息日。」 

利未記二十三及二十五章記載了時間上的聖潔，亦即是，在一星期七日當中，以及一年當中，有某

些日子比其他日子特別聖潔，這不是代表日子本身改變了它的本質，而是說明以色列民在某些特別

的節期及聖日中要視耶和華為聖，要把這些日子劃分出來記念自己是恩約的子民，也記念神是他們

的神。利未記二十三章 2 節以耶和華的節期作引言，帶出整章二十三章的主旨：神聖的節期。 

利未記二十三章 3 節首先記載了安息日。有學者認為安息日的條例成為安息年、禧年，以及其他節

期的基礎，因此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不過，當我們談安息日，我們往往只是談論放假與休息，但安

息日的設立不是為了放假，而是包括工作條例與安息的條例。 

在工作條例方面，利未記二十三章 3 節要求以色列民六日要做工，出埃及記二十章 9 節的版本卻是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代表以色列民不可在六日當中懶惰，而要用心做工，當中「工」這字可

解作「事業」，代表以色列民在六日當中要用心盡力經營自己的「事業」。 

在安息的條例方面，利未記二十三章 3 節要求你們甚麼工都不可做，這不是代表不可做事，不可做

的範圍只局限在「事業」(亦是甚麼工的工這字)，這樣，安息日當天不可做關於「事業」的東西，

卻可能要做非「事業」的東西。另外，安息日是聖日，當中有聖會，以色列民需要放下自己的「事

業」，把這日分別為聖給耶和華，在集會中再次認定耶和華是他們的神。 

思想：香港是全球最忙碌的城市之一，我們或多或少會以自己忙碌的程度來定義自己的價值，甚至

會容讓自己一星期七天都保持忙碌，好讓自己及別人覺得自己是重要的。不過，安息日的條例讓我

們看見我們的價值不是在於我們的「事業」，而是在於與神的神聖關係，當神定安息日為聖日時，

便等於讓以色列民宣認自己要完完全全進入聖潔的領域，以此成為人生的定位。就算六日的「事業」

看似能展現自己，都不能與第七日的神聖存有相比。而你又是否以忙碌定義了自己，把自己迷失在

營營役役的工作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