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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09-2010 
出谷記 #5：逾越與釋放 

 
 

TGQ = Tim Gray Study Set Questions 
TGR = Time Gray Study Set Responses 
TGCD = Tim Gray CD Set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FATHER =A Father who Keeps His Promises 
HO = Special handout 
SK = Sze Go Chinese Bible 

 

A 有關經文簡介 

「請上主發言，你的僕人在此靜聽。」 
出 11:1-15:21 

撒上 3:9 
 

B 第十災的警告和奉獻長子律法 
 

• 望復活禮儀經文的震盪。 

 

• 「向隣舍要求金銀之物」- 保償以民 430 年奴隸被剝奪。 

 

• 首生子之災再一次帶出長子主題：創世記中失職的長

子，開胎首生應祝聖於天主。路加按此法律傳统稱耶穌

為瑪利亞的「頭胎男兒」，不是指她有其它子女。 

 

• 默基瑟德的司祭傳统由長子繼承，在此家長式制度下，

長子承父職，負責帶領聖化全家。所以司祭 = 父親，也

解釋了為甚麼「神父」」的稱號絕不違背主教導。作為

「天主長子」的以色列，也負責帶領聖化萬邦；自拜金

牛事件後，這制度变了肋未司祭職。這是過渡性制度，

預告和期待最終大司祭基督，他承接默基瑟德司祭品位

(長子繼承)，並完成司祭職的本來目的：聖化和贖罪。 

出 11，13 

 

 

 

SK 

 

出 11:4-5 

出 13:1，戶 3:12 

路 2:7 

 

Catholic for a 

Reason, pp214-

228，瑪 23:9 

 

希 5:6，10:3-10 

C 立逾越節的意義和反思 

 

• 不是天主需要牛羊的祭獻，需要的是祭獻者以色列；同

樣，不是天主需要我們的讚美、欽崇和禱告，需要的是

我們。 

 

• 與前九災不同，此災連以色列也不倖免，有賴羔羊血才

保存長子生命=>「罪惡的薪俸是死亡」，天主子民亦不

倖免，有賴天主羔羊血，基督的救贖，我們才保存生命: 

「耶穌償還了一筆他沒欠的債，因為我們欠了一筆我們

沒法償還的債。」 

 

• 獻牛羊和吃無酵餅本是中東一帶牧民和農民信仰習俗，

有甚者更作人祭，天主巧用外教信仰習俗，成為欽崇祂

的禮儀，正佩合普世大公信仰精神。日後，Gregory the 

Great 和傳教士亦採同樣方針，影響教會至今。 

出 12 
 

TGQ26，詠 51，
瑪 6:7，HO1 
 

 

TGR5-1 Q2 

羅 6:23 

 

 

 

 

NJBC 3:23-25 

弗 3:5-6，羅

16:25-26，詠

87:4-5，依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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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立逾越節的意義和反思 (…續) 

 

• 逾越節預備日、黄昏時候、以色列會眾、一歲無殘疾公

羊、宰殺、羊血、用牛膝草蘸血(12:22)、門框和門楣

上，外方人不准參加…都準確地預告著耶穌的十字架苦

難。 

 

• 最後晚歺過程=逾越晚宴，耶穌所行的，是舊約逾越晚宴

和聖殿祭獻所指向的，真正和最終的祭獻和全燔祭：天

主羔羊的祭獻。 

 

• 天主要以色列世世代代慶祝此節日作為紀念。在禮儀和

聖事，這「一次而為永遠的祭獻」的恩典，藉有神品恩

寵的司鐸的祝聖，重新臨現現塲，發揮天堂臨於人間的

功能効用。 

出 12 
 
HO2 
 
TGR5-2 Q7 
 
 
 
TGR5-2 Q4，谷
14:22ff 
 
 
 
TGQ28，
CCC1363-66 
希 10:10 

D 過紅海和凱徒歌 

 

• 「白天的雲柱和黑夜的火柱」標記著天主臨在其子民

中，天主像火和光的形像 (荊棘叢的火焰；像步履前靈

燈，路途上的光明(詠 119:105))，指向五旬節以火舌形像

出現和引領教會的聖神。 

 

• 從一條黑暗和水的通道中經過：用婦女生產形象，帶出

一個新民族的誕生；也標記著聖洗聖事：被罪惡奴役的

人，從水中經過，被淨化而獲自由，進入福地。 

 

• 「我們甘願服侍埃及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曠野裏還好

啊!」-> 人的奴隸性，寧願無自由也不願受苦。難怪天主

要以民離及前破釜沉舟地，用羊血塗門楣才離開。 

 

• 米黎盎的凱旋歌(出 15:20)=>聖母：轉求，促成，凱旋歌

頌主詞 

出 14-15:21 
 
TGR5-3 Q8 
 
宗 1:1-4 
 
 
 
TGR5-3 Q12 
CCC 1221 
格前 10:1 
 
出 14:12 
TGR5-3 Q10 
 
 
 
B.Babu, Mary of 
Galilee, v.II,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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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HANDOUT 
聖經研討會 2009-2010 
出谷記 #5：「逾越與釋放」 
 
 
1. “Could anyone be such a fool as to suppose that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are necessary to 

God – that they are of any use to him? ‘ I said to the Lord, “You are my God, for you have 
need of my possessions” (Ps. 16:2). Thus, far from needing any cattle, or any other 
corruptible and earthly thing, we must believe that God does not need even the righteousness 
of man; and that it is man, not God, who is benefited by all the worship which is rightly 
offered to God”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X.5.5). 

 
2. 逾越節的建立準確地預告著耶穌的十字架苦難: 
 

出 12 的記述 新約的應驗 
逾越節預備日 (12:6) 「時值逾越節的預備日約第六時辰」若 19:14 
黄昏時候殺羔羊 (12:6) 「直到第九時辰…耶苏大聲呼喊」路 23:44 
以色列會眾 (12:6) 「我們雖多，只是一個身體，因為我們眾人都共享這一個

餅」(格前 10:17)。 
一歲無殘疾公羊 (12:5) 耶穌死於盛年，並應驗經上說話：「不可將他的骨頭打

斷」(若 19:36)。 
宰殺 (12:6) 耶穌被宰殺十字架上 
羊血 (12:7) 天主的羔羊(若 1:36)為人流血(瑪 26:28) 
用牛膝草蘸血(12:22) 「有人便將海綿浸滿了醋，綁在長槍上(hyssop branch = 

牛膝草)，送到他的口邊」(若 19:29) 
門框和門楣上(12:7) 十字架 
外方人不准參加(12:43) 「因為那吃喝的人，若不分辨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

罪案」(格前 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