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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城的条例 ─ 申命记十九1-13 典型的民事律法逃城的条例 典型的民事律法

一、历史背景、历史背景
二、文意脉络

解释律法三、解释律法
1、历史性意义

2、启示性意义

3、救恩性意义

四、解经结论 ─
对当代以色列人的意义对当代以色列人的意义

五、释经应用 ─ 对今日基督徒

历史背景 ─ 申命记
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约的重述 重申前命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约的重述、重申前命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摩西向当代百姓 旷野出生的第二代百姓摩西向当代百姓 ─ 旷野出生的第二代百姓，

重新申述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要从这个约来建立这个国家要从这个约来建立这个国家。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结束旷野的漂流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结束旷野的漂流，
即将进入神所赐的迦南地 ─

创世记 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创世记 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

摩西在此重申前命 (西奈之约) ─
 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守约 施慈爱 让我们认识上帝的守约、施慈爱
 以神的律法教导百姓，在进入迦南地

能够与敬拜偶像的迦南人有所分别能够与敬拜偶像的迦南人有所分别，

真正成为神圣洁的子民

文意脉络 ─ 横向思考，
逃城条例在其他的经文有类似可以对比 按照时序逃城条例在其他的经文有类似可以对比，按照时序…

1. 民卅五1-34 旷野漂流结束，走到摩押平原要进迦南之前，
摩 教导 姓关 逃城条摩西教导百姓关于逃城条例

2. 申四41-43 摩西重述历史，以色列人在约旦河东
得了亚摩利王西宏、巴珊王噩的地，

由流便、迦得、玛拿西支派所得的地业当中，

设立三座逃城

3. 申十九 仔细的描述、指导百姓如何操作

4. 书二十 百姓进入迦南地，约书亚在分地的当下，
 指示利未人在十二支派中得的四十八座城， 指示利未人在十二支派中得的四十八座城，

其中六座是逃城
 在历史书中说明如何执行律法 在历史书中说明如何执行律法，

按照摩西在民数记、申命记的教导来设立逃城



5. 代上六54-81 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
追述以往的历史 诉说这个地的故事追述以往的历史、诉说这个地的故事，

把逃城的设立是利未人所得的城邑，重述了一次。

横向思考的经文，帮助我们了解逃城设立的全貌 ─
 上帝的设计、计划

 以色列后来在历史中真正照样遵行

纵向思考 ─ 申命记的综览纵向思考  申命记的综览，
 第四章 摩西第一次讲论，百姓第一片得的土地 ─

约旦河东就设立逃城约旦河东就设立逃城

第二次讲论，律法设立，指导百姓 ─
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的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
因为爱神的缘故，也要彼此相爱

民事律法 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 在生活当中实践民事律法，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在生活当中实践，

其中的一个律例就是逃城的条例 ─十九章

一、历史性意义…
逃城 是谁的产业？分定给利未人 住在逃城逃城 是谁的产业？分定给利未人，住在逃城，
 管理逃城，教导以色列人律法

 执行逃城条例 在以色列生活中能产生影响 执行逃城条例，在以色列生活中能产生影响

逃城 是为谁设立的？

民卅五15a 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

逃城的一些规定 ─ 律法指导以色列百姓有智慧的生活逃城的 些规定  律法指导以色列百姓有智慧的生活…
1. 申十九3-5 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

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定例乃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就如人与邻舍

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
不料 斧头脱了把 飞落在邻舍身上 以致于死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邻舍身上，以致于死，

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

是 个判例 不成文律法 这是无心杀人的是一个判例、不成文律法，这是无心杀人的，
在进迦南之后，实质要用这种的方式来生活

2. 申十九11-13 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致于死，
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 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 从那里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

带出他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治死。你眼不可顾惜他，
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前面的经文 ─ 素无仇恨、无心杀人
这段经文 ─ 谋杀 是流无辜血的罪这段经文  谋杀，是流无辜血的罪，

污秽神的地，必须要处理，是相对比的

3. 民卅五25-27 逃城条例要如何操作…
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

他要住在其中 直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他要住在其中，直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无论甚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
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

希伯来文 (1350)ga‘al 希伯来文ּגאל (1350)ga al ָּגַאל 
动词 ─救赎、买赎；以分词做为名词 ─至近的亲属

至近的亲属 ─ 申廿五、利廿五 有提到，
只要生在以色列人选民的会中只要生在以色列人选民的会中，

就一定有一个至近的亲属…
如果穷了 把地典当殆尽如果穷了、把地典当殆尽，

至近的亲属就有责任将地赎回

如果长兄死了 没有儿子如果长兄死了、没有儿子，

至近的亲属就要取寡嫂为妻、为长兄留名立后

就是最典型 波阿斯 拿俄米家的关系路得记 就是最典型 ─ 波阿斯、拿俄米家的关系

至近的亲属在逃城条例中，中文圣经翻译为报血仇的…至近的亲属在逃城条例中，中文圣经翻译为报血仇的…
当他冤枉被杀，亲属转眼之间就变成报血仇的
 目的不是报仇目的不是报仇

 而是要把流无辜人血的罪从地上除去，

这是他的社会责任这是他的社会责任

这就是律法所建构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险制度



民卅五25 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
也要使他归入逃城 他要住在其中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

直等到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

之身才可以无罪之身返乡
民卅五32 那逃到逃城的人，

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
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

史书 实质设立逃城 经过是这样的4. 书廿4-6 历史书中实质设立逃城，经过是这样的…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

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
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

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 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
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

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
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

历史书中当真正设立逃城的时候…
每 个城里都有长老 负责查明案情每一个城里都有长老，负责查明案情

会众要救这个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的 ─
大部分是利未人 负责收留误杀人的 大部分是利未人，负责收留误杀人的

 需要有智慧、能分辨 ─
若是埋伏着谋杀人的 就要把他交出来若是埋伏着谋杀人的，就要把他交出来，

不能有流无辜人血的罪污秽神的地

从这些繁琐的民事律法当中，
可以读出历史性的意义是非常生动的 ─可以读出历史性的意义是非常生动的

是以色列人实质生活情境中会遇到的

其实误杀人的事件 不会常常发生其实误杀人的事件，不会常常发生，

在民事律法里，

上帝为了万一发生这事情要如何处理上帝为了万 发生这事情要如何处理，

以这么多的篇幅来教导以色列百姓…

二、启示性意义 ─
设立逃城律法的上帝 认识上帝哪方面属性设立逃城律法的上帝，认识上帝哪方面属性…

† 实施对象包含以色列人、寄居的外人，上帝不偏待人
† 故意杀人、谋杀人的必须治死，

神的命令、上帝是这么的公义
† 不只是赏善罚恶的报应律而已，有例外 ─

无心杀人、误杀人的，上帝在公义当中有慈爱有慈爱
† 怎么样来操作？上帝是满有智慧
† 上帝洞察人的内心，愿意给犯错的人有第二次机会

上帝的属性，建立百姓也是能够彼此接纳，
给犯错的人第二次机会这样的条例给犯错的人第二次机会这样的条例，

所建构的社会是充满了平安

生命是不能用赎价来代赎的生命是不能用赎价来代赎的，

具有严重性、严肃性

三、救恩性意义 ─ 预表性意义…

新约没有直接引用逃城这个字眼，而是避难所
诗篇中诗人以上帝为他的避难所，就是从逃城条例衍生出来

来六18 神决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摆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避难所 ─ 罪人脱离罪恶挟制、刑罚
希伯来书 耶稣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 耶稣基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付了生命的赎价、解除了你我罪人的身分；

逃城条例 等到当时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逃城条例 ─ 等到当时受圣膏的大祭司死了，

误杀人的才能以无罪之身返乡…

救恩性的意义，让我们明白 ─
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是我们至近的亲属、将命倾倒的大祭司



解经结论 ─ 对当代以色列人的意义…
律法实在是带给以色列人祝福，

不允许以色列人为着无心杀人的事情，

而冤冤相报何时了

对误杀人的，

上帝有这个律法来保护他们，

他们仍然要付代价 ─
要住在逃城当中

逃城的条例逃城的条例对以色列人而言，

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次序 ─
有公义、有慈爱、有神的圣洁
有上帝的智慧，带来和平、接纳

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释经应用…
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每一个人都是在逃城当中被保护的

以耶稣基督为避难所 绝对不是逃避现实以耶稣基督为避难所，绝对不是逃避现实，

相对的使我们有智慧、勇气，面对生命的现实，

他能够解除罪恶的挟制 除去罪恶的刑罚他能够解除罪恶的挟制、除去罪恶的刑罚

以至于每个经历耶稣基督救赎、在他的避难所当中以至于每个经历耶稣 督救赎、在他的避难所当中
被他保护、经他买赎、被他接纳的人，

 都可以再次打开心门、做别人的逃城都

 在社会产生影响力 ─ 打开城门做别人的逃城

从神而来的真光 从每个经历救赎的罪人从神而来的真光、从每个经历救赎的罪人
所组成的教会当中，仍然向社会展开属灵的膀臂，

可以接纳犯罪的人 被罪所胜的人可以接纳犯罪的人、被罪所胜的人，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曾经这样的被买赎、被接纳。

爱我们的耶稣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

真正知道你成全了律法 ─ 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

祷告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 可以用律法的经文做为灵修。

看见以色列人，
建 序来 着按照你所建构社会的次序来生活着

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全的律法，
如何支配引导我们的生活如何支配引导我们的生活

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于你，
不是只有到见主面的时候不是只有到见主面的时候，

才懂得在神国度当中的祝福。

让我们今天按照你所赐话语的智慧 活出属神子民的荣美！让我们今天按照你所赐话语的智慧，活出属神子民的荣美！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