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信息
風暴中有平安 Calm in the Storm



平靜風浪，馬可福音 Mark 4:35-41

當那天晚上，耶穌對門徒說：「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門徒離開眾人，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同帶去；也
有別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風，波浪打入船內，甚至
船要滿了水。

耶穌在船尾上，枕著枕頭睡覺。門徒叫醒了他，說：「夫
子！我們喪命，你不顧嗎？」



平靜風浪，馬可福音 Mark 4:35-41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
止住，大大的平靜了。

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
聽從他了。」



門徒有甚麼？
1. 有主的任務

◦ 主給門徒任務，叫他們把船划到對岸：耶穌對門徒說：
「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2. 有主的同在

◦ 主留在船上，與門徒同行：耶穌仍在船上，他們就把他一
同帶去

3. 有人的恐慌與懼怕（panic and fear）



門徒沒有甚麼？
❖沒有將信心拿出來使用

◦ 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可4:40）

◦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路8:25）



抵擋恐慌與懼怕的三道防線

1. 一般常識 Common Sense

2. 專門知識 Special knowledge

3. 信心 Faith

◦ 一般人具有前二項，基督徒多了第三項

◦ 基督徒會恐慌懼怕，是因為三道防線都被突破了



風雨中的平安

1. 宣告主的同在 Declare the Lord’s presence

2. 執行你的日常任務 Carry out your daily duties

3. 使用你的信心 Put your faith in action



信心的宣告
主耶穌，今日我宣告你的同在：

1. 你是我生命的主，我四圍的盾牌，我的榮耀，又是叫
我抬起頭來的，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參考詩篇 3:3, 16:2）

2. 你賜給我智慧，使我保護自己，並且祝福他人；

3. 你賜給我勇氣，使我剛強壯膽，不受敵人的驚嚇；

4. 你賜給我力量，使我做好每天當做的事；

5. 你賜給我平安，使我平靜安穩，為你作美好的見證！



#13 讀經班：利未記 21-27章
#13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Leviticus 21-27

王文堂牧師



一個屬靈的旅程 A spiritual journey

1. 以敬虔的心研讀神的話語，行在祂的旨意當中

2. 願主的道興旺，主將得救的人數加給教會

3. 願主賜福你讀經的日子！

➢ 歡迎最近加入讀經班的弟兄姊妹：美國、台灣、紐西蘭…



讀經者的信念 A Bible reader’s conviction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All Scripture is God-breathed and is useful for teaching, 
rebuking, correcting and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so that the 
servant of God may be thoroughly equipped for every good 
work. (2 Tim. 3:16-17)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REV. WARREN WANG



THE BIBLE READING CLASS, REV. WARREN WANG

摩西五經的主題

書名 主題

1 創世記 萬物的起源（萬物的起頭和神救贖計劃的開
始）

2 出埃及記 作神的子民（神拯救人的目的）

3 利未記 如何親近神（與神同在和與神同行的條件）

4 民數記 曠野的歷程（人的失敗）

5 申命記 重申愛的命令（神的恩典）



利未記的主題

I. 利未記的主題是「如何親近神」

II. 利未記的主題也是「聖潔」，因為「非聖潔沒
有人能見主」（來12:14）。

❖親近神的兩個步驟：

1. 成為聖潔

2. 聖潔生活



主題經文

利未記 19: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你
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利未記大綱

I.  成為聖潔 (1-16章)

1. 關於祭物 (1-7章)

2. 關於祭司 (8-10章)

3. 潔淨的禮法 (11-15章)

4. 贖罪日 (16章)



利未記大綱

II. 聖潔生活 (17-27章)

1. 聖潔的百姓 (17-20章)

2. 聖潔的祭司 (21-22章)

3. 聖潔的日子 (23-25章)

4. 聖潔的祝福 (26章)

5. 聖潔的奉獻 (27章)



1. 聖潔的百姓



聖潔的百姓

這一段的主題經文：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
聖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別，使你們做我的子民。（利
20:26）

1. 不可隨意獻祭

2. 不可吃血

3. 不可亂倫

4. 不可隨從當地的風俗

5. 要謹守神的誡命



神的聖潔律、慈愛律、公義律
利未記19章說是「選民生活指南」，可歸納為聖潔、慈
愛、公義三類律法：

1. 聖潔的律法：守安息日，敬聖所，不可拜偶像，不
可交鬼，不可用法術，不可刺身，不可效法異教徒的行
為。



守安息日，敬聖所
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19:30)

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
被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19:31)

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
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19:32)



不可攙雜
你們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與異類配合；不可
用兩樣攙雜的種種你的地，也不可用兩樣攙雜的料做衣
服穿在身上。(利19:19)

不可把兩樣種子種在你的葡萄園裡，免得你撒種所結的
和葡萄園的果子都要充公。不可並用牛、驢耕地。不可
穿羊毛、細麻兩樣攙雜料做的衣服。(申22:9-11)



聖潔、慈愛、公義

2. 慈愛的律法：

◦不可割盡田角，要留糧食給窮人。

◦不可欺壓鄰舍，不可恨弟兄，要愛人如己。

◦要待外人如同本地人，因為你們也曾做過寄居者。



不可恨人，總要愛人如己
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
罪。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
己。我是耶和華。(19:17-18)

◦甚麼叫作「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
他擔罪」？你會去恨一個人，必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悶在心中
恨下去，還是跟他講清楚，將心結解開？聖經要你 “指摘你的
鄰舍”，使他明白過錯，這樣你就得回了弟兄。若不指摘，悶
在心裡恨他，你就會因此擔罪。



愛寄居者如己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
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19:33-34)



聖潔，慈愛，公義

3. 公義：

◦審判不可偏袒

◦不可搬弄是非

◦與人交易，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瑪，公道升斗，公
道秤



甚麼才是公義的審判？
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人，也不可重
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19:15)



不可效法埃及人，不可效法迦南人
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
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裡人的行為也不可效法，也
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利18:3 ）

1. 埃及：蒙拯救之前的生活環境

2. 迦南：蒙拯救之後的生活環境



與萬民有分別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與萬民有分別的。（20:24）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
民有分別，使你們作我的民。You are to be holy to me 
because I, the Lord, am holy, and I have set you apart from 
the nations to be my own.(20:26)



2. 聖潔的祭司



聖潔的祭司，利 21:1-22:16
祭司是神與人之間的橋樑，為罪人獻祭，使人得以親近
神。這樣的人自己必須保持聖潔：「祭司既在民中為首，
就不可從俗沾染自己」（利21:4）

A. 祭司必須保持聖潔，21:1-15

B. 誰不可以做祭司，21:16-24

C. 祭司吃聖物的規定，22:1-16



祭司不可沾染自己

1. 不可為死人沾染自己：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亞
倫子孫作祭司的說：祭司不可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
己…

2. 不可從俗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為首，就不可從俗
沾染自己。不可使頭光禿；不可剃除鬍鬚的周圍，也
不可用刀劃身…



祭司不可沾染自己

◦意義：沾汙與生命有關：神是生命的源頭，凡損害生命
的就是沾汙，定為不潔淨。

◦死是生命的相反，親近神的祭司若觸摸到死人或死牲畜，
就是沾染汙穢，要潔淨之後才能繼續事奉神。

◦頭髮、鬍鬚、體液是生命的象徵，剃除毛髮是損害生命，
用刀劃身更是明顯的損害生命…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殘疾者為何不可當祭司？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亞倫說：你世世代代的後裔，
凡有殘疾的，都不可近前來獻他神的食物。因為凡有殘
疾的，無論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體有餘的、
折腳折手的、駝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長癬的、
長疥的，或是損壞腎子的，都不可近前來…（利21:16-20）



殘疾者為何不可當祭司？
神不是顧念聾子和瞎子嗎？為何拒絕身體有殘疾的人當
祭司？似乎有些不近人情…

◦慈愛和聖潔都是神的屬性。神是慈愛的，他顧念聾子
瞎子、孤兒寡婦。神也是聖潔的，為百姓獻祭的人不
可沾汙自己。



殘疾者為何不可當祭司？
對於這一個要求，必須要從它的屬靈意義來瞭解。祭司是神與人
之間的中保，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這樣的人必須
完美。

從屬靈的意義來看，具備這樣資格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耶穌基
督。耶穌基督是完美的，也是真正的大祭司。人間的祭司不能達
到真正的完美，只能象徵性地要求完美，所以神規定祭司必須沒
有殘疾。

這不是說神不愛那些有缺陷的人，其實神特別疼愛民間的窮人和
弱者，多方顧惜他們。神規定祭司必須沒有殘疾，是從屬靈的角
度來要求完美。



殘疾者為何不可當祭司？
因為神是生命的源頭，「沾汙」和「生命的損害」有關。殘疾者
的生命受到損害，所以不可以當祭司。

神是生命的源頭，親近神的祭司，生命必須在最完好的狀態。獻
給神的牲畜，不可以有瑕疵，必須在最完好的狀態。

人類無論有多完美，他的生命都有殘缺。祭司的規定只是暫時的，
在基督尚未來到之前，挑選民間（亞倫的後代）最好的人來獻祭。

耶穌基督是唯一完美的大祭司。他是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在神的右邊為百姓祈求。



祭司為何要 “遠離” 聖物？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吩咐亞倫和他子孫說：要遠離以
色列人所分別為聖、歸給我的聖物，免得褻瀆我的聖名。
我是耶和華…(22:1-2)

◦祭司是為百姓獻祭的人，時常要接觸聖物，神為何反而叫他們
要遠離聖物？

◦ “遠離” 也可譯為 “分別 consecrate” 或 “尊重處理 handle with 
respect”。這句話的意思是要祭司將以色列人獻給神的聖物分
別出來，以尊重的心來處理它們。



獻上最好
要將沒有殘疾的公牛，或是綿羊，或是山羊獻上，如此
方蒙悅納。（利22：19）

獻給神的東西必須符合兩個條件：「甘心的」和「上好
的」。神對摩西說：「凡有殘疾的，你們不可獻上，因
為這不蒙悅納。」（22：20）

若有人獻祭，必須獻上「沒有殘疾」的牛或羊。凡有殘
疾的就「不蒙悅納」，神不接受這樣的奉獻。



獻上最好
神配受敬拜，配得上好的。有些人將自己不要的東西給
神，有些人則獻上最好的。

神並未規定要獻得多，只說要獻得好。寡婦的兩個小錢
雖然很少，可是因為她把「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可
12：44），所以耶穌誇獎她。

其實我們只要有一顆敬畏神的心，願意榮耀神，在奉獻
的事上就不會出錯。



＊不可同時傷母和子的命
獻給神的供物，利未記有一條特殊的規定，可與律法書
中另外兩條規定一起看：

1. 不可同日宰母和子：無論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
宰母和子。（利22:28）

2. 不可用羊母奶煮羊羔：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
羔。（出23:19, 34:26；申14:21）



＊不可同時傷母和子的命
3. 不可同時取母和雛：你若路上遇見鳥窩，或在樹上

或在地上，裡頭有雛或有蛋，母鳥伏在雛上或在蛋
上，你不可連母帶雛一併取去。總要放母，只可取
雛；這樣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久。（申22:6-7）

❖ 這些規定有何意義？母生子，是生命的延續。「使
生命延續」是神的權柄，也是神對萬物的祝福。同
時傷害母子的性命有兩個問題：一、這樣做侵犯神
的權柄。二，這樣做破壞神的祝福。



＊感謝祭為何必須當天吃完？
你們獻感謝祭給耶和華，要獻得可蒙悅納。要當天吃，
一點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華。(22:29-30)

「當天吃」的規定有何用意？在獻祭當天吃，所吃的是
「聖物」；留到以後吃，所吃的是「食物」。以色列人
必須在聖物和食物之間分別為聖，不可將神所賜的聖物
當作日常的食物。百姓唯一可吃的聖物是平安祭，屬於
馨香的火祭，是自願獻上的。獻平安祭的原因有多種，
若是為感謝（thanksgiving offering）而獻平安祭，供物



＊感謝祭為何必須當天吃完？
必須當天吃完，一點不可留到早晨。因為這是獻給神的
感謝祭，完全屬神的。若是為了還願或甘心獻的
（fellowship offering），第一天吃不完的，可留到第二
天吃。因為這神將他的供物，賜給人做團契的食物。

◦若所獻的是為還願，或是甘心獻的，必在獻祭的日子吃，所剩
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燒；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這祭必不蒙悅納，人所獻的也不算
為祭，反為可憎嫌的，吃這祭肉的，就必擔當他的罪孽。(利
7:16-18)



3. 聖潔的日子



向耶和華守節

1. 安息日

2. 逾越節

3. 無酵節

4. 五旬節

5. 吹角日

6. 贖罪日

7. 住棚節



聖會 Holy Assembly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耶和華的節期，
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

Holy Assembly: A gathering of God’s people that’s set apart 
to the LORD.



聖會 Holy Assembly

1. 安息日：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聖安息日，當有聖
會；你們什麼工都不可做。這是在你們一切的住處
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2. 除酵節第一日及第七日：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
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
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什
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
第七日是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聖會 Holy Assembly

2. 除酵節第一日及第七日：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
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華守的無
酵節；你們要吃無酵餅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什
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七日。
第七日是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聖會 Holy Assembly

3. 五旬節：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共計五十天，又要
將新素祭獻給耶和華…當這日，你們要宣告聖會；什
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聖會 Holy Assembly

4. 吹角節：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
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當有聖會。什麼勞碌
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 吹角節



聖會 Holy Assembly

5. 贖罪日：七月初十是贖罪日；你們要守為聖會，並要
刻苦己心，也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當這日，什麼工
都不可做；因為是贖罪日，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
贖罪。



聖會 Holy Assembly

6. 住棚節第一日及第八日：第一日當有聖會，什麼勞碌
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
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這是嚴肅會，什麼
勞碌的工都不可做。



三個不幸的插曲

1. 金牛犢事件 The case of the golden calf

2. 獻凡火事件 The case of the strange fire

3. 褻瀆聖名事件 The case of the blasphemer



*褻瀆聖名事件 The case of blasphemer

（一）事情的經過

有一個以色列婦人的兒子，父親是埃及人，和一個以色
列人在營裡爭鬥。這人褻瀆了聖名，並且咒詛。他被送
到摩西那裡，收在監裡，要得耶和華所指示的話。



*褻瀆聖名事件 The case of blasphemer

（二）神的處置

神對摩西說：「把那咒詛聖名的人帶到營外，叫聽見的
人都放手在他頭上，全會眾就要用石頭打死他。你要曉
諭以色列人說：『凡咒詛神的，必擔當他的罪。』」



*褻瀆聖名事件 The case of blasphemer

（三）此事的教訓

從神對這件事的處置，可看出神看重他自己的榮耀，不容許有人
侵犯到他的尊榮。

一個人若平時不敬畏神，就有可能會臨時出錯，做出冒犯神的事。
十誡的第三誡是「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出20：7）。這
個人在爭鬥之時，脫口說出褻瀆的話，甚至咒詛神的名，因為他
平時並不敬畏神。

基督徒應當在平時培養敬畏之心，以免侵犯到神的聖潔和尊榮。



安息年 The Year of Sabbath

使地安息：第七年，地要守聖安息，就是向耶和華守的
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遺落自長的
莊稼不可收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這
年，地要守聖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給你和你的
僕人、婢女、雇工人，並寄居的外人當食物。這年的土
產也要給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獸當食物。



安息年 The Year of Sabbath

休息與多產

神規定了安息，目的是要給人帶來祝福。

人工作六日，休息一日。地耕種六年，休息一年。只工
作不休息，只會使生產力降低。休息不但沒有使產量減
少，反而使產量增加：「我必在第六年將我所命的福賜
給你們，地便生三年的土產。」（利25：21）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和迎接更多的祝福。



禧年 The Year of Jubilee

禧年：第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
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
業，各歸本家。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
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禧年的恩典與應驗

禧年的恩典

神將他的恩典編排在以色列人的年歲中。每五十年是一個禧
年，那時候做奴僕的白白得自由，欠債的白白得赦免。

禧年的應驗

禧年的真理應驗在耶穌基督的身上。只要接受耶穌為救主，
這人的罪就蒙赦免，不再做罪的奴僕，在主裡面得自由。



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
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
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
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
他。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
4:16-21）



4. 聖潔的祝福



遵命之福和違命之禍
Blessings of obedience and woes of disobedience

遵命之福：我要在你們中間立我的帳幕；我的心也不厭
惡你們。我要在你們中間行走；我要作你們的神，你們
要作我的子民。

違命之禍：我必斷絕你們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又要使覆
你們的天如鐵，載你們的地如銅。你們要白白地勞力；
因為你們的地不出土產，其上的樹木也不結果子。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我必斷絕你們因勢力而有的驕傲，又要使覆你們的天如
鐵，載你們的地如銅。(利26:19)

➢題外話：這節經文顯出翻譯者的功力，配得八字評語：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就是：「絕、妙、好、
辭！」



5. 聖潔的奉獻



對神的奉獻

1. 將自己獻給神
2. 將牲畜獻給神
3. 將房屋獻給神
4. 將土地獻給神
5. 不可將頭生的獻給神
6. 將十分之一獻給神

A. 田產
B. 牛羊



奉獻與十一（利27章）
（一）將自己獻給神：按照神所規定的價值，歸給耶和華。

（二）將牲畜獻給神：所獻的牲畜就成為聖（屬於神的），不可
更換。

（三）將房屋獻給神：所獻的房屋就成為聖。

（四）將地獻給神：所獻的土地就成為聖。

（五）牲畜中頭生的：原本就是屬於神的。

（六）將十分之一獻給神

1.田產：無論是地上的穀子，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

2.牲畜：凡牛群羊群，一切從杖下經過的，每第十隻要歸給耶和
華。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利未記中重複出現「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這句話，表
達出神的屬性，以及神對子民的應許。

我是耶和華，所以你們應當這樣生活，顯出我的榮耀。
我是你們的神，所以我會與你們同在，住在你們中間。

若一個信心的群體能夠按照神的吩咐生活，個人及團體
的福利都會達到最高，神也會與他們同在。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尊重生命的源頭：你們各人都當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
安息日。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敬奉獨一真神：你們不可偏向虛無的神，也不可為自己
鑄造神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分享神的恩典：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
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
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
和華你們的神。

◦不可褻瀆真理的神：你們不可偷盜，不可欺騙，也不可
彼此說謊。不可指著我的名起假誓，褻瀆你神的名。我
是耶和華。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弱者也有神的形象，要敬畏神：不可咒罵聾子，也不可
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
華。

◦要施行公義：你們施行審判，不可行不義；不可偏護窮
人，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
舍。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也不可與鄰舍為敵，置
之於死。我是耶和華。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神是愛，你要愛人如己：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
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尊重神的日子和地方：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
所。我是耶和華。

◦不可交鬼：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
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了。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尊敬老人，敬畏神：在白髮的人面前，你要站起來；也
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華。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I am the LORD your God

◦離開不公，施行公道：要用公道天平、公道法碼、公道
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曾把你們從埃及
地領出來的。

◦謹守遵行：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耶
和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