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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职分的规定设立职分的规定
摩西是以色列开国最重要的人，身兼多重职分，

先知 ─ 直接从神领受信息先知 ─ 直接从神领受信息

祭司 ─ 教导百姓遵行上帝的律法、规定

君王 ─ 执行上帝的话语

审判官 ─ 当百姓违背神的律法，就由法官施行审判审判官  当百姓违背神的律法，就由法官施行审判

这几个职分都是跟神的话语密切相关，

在以色列过去是没有的 在摩西的时候才开始设立在以色列过去是没有的，在摩西的时候才开始设立。

可是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要把制度建立下来，

色 永续的经营让以色列国能够永续的经营。

所以这几个职分在摩西以后，

就分在不同的人身上来完成。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出埃及记十八章 ─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给摩西有一个建议，

整个国家，百姓很多，法律案件层出不穷，整个国家，百姓很多，法律案件层出不穷，

建议摩西，如果得到上帝的指引，

就设立不同的官员来施行审判，就设立不同的官员来施行审判，

包括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跟千夫长，跟千夫长，

集军事 行政 司法三方面的职分合而为一合而为一集军事、行政、司法三方面的职分合而为 。合而为 。

平常时候，在百姓中施行审判，带领百姓，带领百姓

打仗时候 带领百姓争战得胜

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

打仗时候，带领百姓争战得胜

审判制度要更加能够制度化，

就把以色列国的司法制度，

做一个详细的安排。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地方法庭地方法庭 ─ 每一座城在城门口，

设立一些座位，让城里的长老、祭司，

他们在那个地方施行审判。

路得记提到波阿斯，是城里的长老，路得记 到 斯，是城 长 ，

他在城门口有座位，在那施行审判、判断案件。

中央法庭中央法庭 ─
君王是最高层的法官

祭司掌管宗教跟礼仪方面事件的判断

法官有关于刑事跟民事的判断，

刑事 ─ 罚，民事 ─ 赔
难断的案件，牵涉到死刑、伤害的案件，难断的案件，牵涉到死刑、伤害的案件，

就要报到中央法庭来施行审判。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今天在以色列也大致按照这样的制度设计，

1 简易法庭 ─ 简单的、小的事情1. 简易法庭  简单的、小的事情

2. 地区法庭 ─ 简易法庭的上诉法庭、

比较重大的民事跟刑事案件比较重大的民事跟刑事案件

3. 最高法庭 ─ 最终的上诉法庭，

有关政府法令 官吏危害人民的权益有关政府法令、官吏危害人民的权益、

释放非法拘禁的人士、推翻低级法庭的不当的判决

4 特别法庭 包含交通 劳工 少年 市政 行政措施4. 特别法庭 ─ 包含交通、劳工、少年、市政、行政措施

5. 宗教法庭 ─ 只有以色列有的，有关于结婚、离婚，

犹太人找拉比
回教徒找回教的主要的负责人
基督教会找教会

‧司法官‧君王 ‧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申命记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 ─君王具有双重的身分
他是以色列的国民

他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者

诗篇七十二篇 ─ 以色列的君王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

诗七二2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诗篇七十二篇  以色列的君王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

在民中贫穷人、困苦人、受冤屈的人，

君王的责任就是要为他们伸张正义君王的责任就是要为他们伸张正义，

意思也就是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公义施行在地上

上帝的拯救施行在地上上帝的拯救施行在地上

这两个是同样一件事情。

‧司法官‧君王 ‧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十七章 ─ 几个规定

1 他必须是以色列人 不可以是外邦人1. 他必须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是外邦人
 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希律王，

是以土买人 也就是以东人 没有以色列人人的资格的资格是以土买人、也就是以东人，没有以色列人人的资格，的资格，

他大兴土木希望收买以色列人的心

 耶稣正好相反 生下来就是要作犹太人的王的

2. 君王必须是神所拣选的，
是

 耶稣正好相反，生下来就是要作犹太人的王的

不可以自己自立、也不是由百姓拥立。

 南国犹大十九个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都是神所拣选

 北国以色列十九个君王都是自己立自己的，

中间有八个是篡位的、八个是被杀掉的，篡 被 ，

都不是合神心意的君王

‧司法官‧君王 ‧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三个消极方面的提醒

1 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 马匹代表军事的力量1. 不可以为自己增添马匹，马匹代表军事的力量，

以色列的国力不是依靠军力

2. 不可以为自己多娶妃嫔
所罗门王娶妃嫔三千个，都是各国的公主，

增加跟别国外交的连结、增加国力；

上帝提醒 ─多娶妃嫔
也是跟那一个国家一起敬拜他们的神明，

是上帝所不愿意见到的

3. 不可以增添财富、金银
经济力量当然是衡量国力的一个标准，经济力量当然是衡量国力的 个标准，

但是上帝说 ─这个也不是重点



‧司法官‧君王 ‧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积极
十七18-19 要将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

积极方面

要平生诵读，谨守遵行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约书亚没有君王的职分 好像君王的典范约书亚没有君王的职分，好像君王的典范。

年轻时，四十岁，去窥探迦南地，

就是坚心信靠上帝的话语

四十年之后，四十年之后，

再被上帝选立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

约书亚就是在上帝的话语上面，

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

刚强壮胆！

‧司法官‧君王 ‧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积极积极方面

书一6-9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

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 离 ， ，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凡事顺利，

上帝吩咐约书亚 约书亚也这样子来遵行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亨通、凡事顺利，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与你同在。。

上帝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这样子来遵行；
约书亚晚年的时候，再一次作见证：

在耶和华的律法上刚强壮胆，就必得着成就。

‧司法官 ‧君王‧先知 ‧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申命记十八章 ─ 以色列人寻求明白

未来的事情、神的事情，

不是靠着占卜、法术，而是由先知来指示，

十八15 耶和华 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十八15 耶和华 ─ 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1. 他必须是以色列人，

巴兰被称作先知，他不是以色列人，被称作先知，他不是以色列 ，

结果带给以色列人很大的伤害。

2. 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上帝所设立？2. 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上帝所设立？

他所说的预言有没有应验，

如果预言没有应验，如果预言没有应验，

就证明他不是先知。

‧司法官 ‧君王‧先知 ‧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十八章 ─制度的设立

三十四章 ─摩西死了以后，过了很多年才加上去的话摩西死 以后，过 很多年才 去的话

卅四10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没有他那么伟大、有神迹奇事，从上帝领受丰富的启示；

盼望都指着将来要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先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

新约见证这一个先知，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约一29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约一45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摩西在律法 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 位，

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司法官 ‧君王‧先知 ‧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约四25-26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谈道

妇 说 「 ；
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

彼得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作了见证

徒二36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新约几处经文都证明 ─ 摩西所讲到的这位先知，

不只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先知的制度不只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先知的制度
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立的弥赛亚，

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 属他的子民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属他的子民，

脱离罪恶、得着属灵的生命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 ‧三大节期

十九、二十章 ─ 讲到两种制度

1 设立逃城 以色列不允许谋杀的事情1. 设立逃城，以色列不允许谋杀的事情，

如果有人不小心过失杀人，

就设立 地方就设立一个地方 让他们可以逃到那里去，

免得报血仇的人把他们杀了。

2. 以色列跟别国发生战争，
 哪些人应该去打仗

 哪些人可以申请免除兵役

 打仗的时候不要破坏生态，

让所得着的城池，能够永续为他们来效力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逾越节又称无酵节，

记念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记念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

上帝越过以色列人的家…
让以色列民得蒙拯救让以色列民得蒙拯救。

无酵节 色 姓出埃无酵节记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来不及把食物预备好就匆忙离开，

面已经和好、还没有发酵；

一连八天的时间吃无酵饼，

记念他们匆忙离开了埃及。

也吃困苦饼，

记念在埃及受到埃及人的奴役。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七七节又称五旬节，

从初熟的果实开始算起七个礼拜从初熟的果实开始算起七个礼拜
或从逾越节开始算七个礼拜
所以时间没有一定所以时间没有 定

又称收割节，

记念上帝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吃当地的土产，

能够从游牧的生活，变成农业的生活来记念神。

又记念在西奈山跟神立约，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三月初一日就是五十天，

就在那个地方跟上帝立约。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以色列人在正月十四日守逾越节
第二天出埃及，到三月初一日就是四十六天四十六天，，第 天出埃及，到三月初 日就是四十六天四十六天，，

上帝吩咐摩西，叫以色列百姓自洁三天自洁三天，，

就四十九天就四十九天
第五十天，上帝从天上降临西奈山顶、跟百姓立约

所以五旬节又称七七节，

也是以色列人记念他们在上帝面前

五旬节也预表新约里圣灵的降临

成为一个国家、跟上帝立约的一个节日。

五旬节也预表新约里圣灵的降临，

使徒行传第二章 ─基督的教会正式成立。

旧约里的以色列人，预表了新约基督的教会。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住棚节 又称收藏节，

农业方面记念秋收冬藏农业方面记念秋收冬藏，

以色列人差不多春天开始收割大麦，

以后收割小麦 葡萄 其他的作物以后收割小麦、葡萄、其他的作物，

到了九、十月间，所有的收割就完成了，

收藏节所以九月底十月初，就有收藏节。

他们到圣所来搭棚子、敬拜神，

记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四十年，

都是住在帐棚里。

‧司法官 ‧君王‧先知‧两种制度‧三大节期

住棚节一方面是农业的节期，

另方面也是宗教的节期，救恩的节期，另方面也是宗教的节期，救恩的节期，

记念上帝救赎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住棚节也代表国度的盼望住棚节也代表国度的盼望，

约七37-38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 以 我这 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用这个来代表，将来在神国度里永远的救恩。
三大节期代表

逾越节 ─ 上帝的初步的拯救

七七节 ─ 上帝给他们丰富的预备七七节  上帝给他们丰富的预备

住棚节 ─ 跟上帝最后完满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