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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第一条诫命 

 

 

 

 

  

第八课 逐字稿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具体考查十诫，每节课学

习一条诫命。我把关于第一条诫命的这一课命名为《唯独信靠我》。毫无疑

问，这是基于《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

有别的神。”我计划在讲关于十诫的这几课时，先介绍适用于每一条诫命的

总原则。然后用这节课的大部分时间来详细查考具体的诫命。 

那么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第一条原则是一条基本的原则，即十诫是

上帝为所有时代的所有人设立的根基性和根本性律法。你们可以把十诫视为

一个国家的宪法或宪章。十诫是上帝绝对的、道德性的、永恒的、显明的旨

意，不仅对以色列人而言如此，对上帝创造的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旧约圣

经已经多次谈到一个事实，即上帝是万国之大君王。虽然祂只明确地把十诫

赐给了以色列人，但那其实是祂对所有人的旨意。 

十诫是根基性和根本性的律法：在司法界，基本法和判例法是有区别

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然后接下来是十条诫命。创造天地的主是伟大

的上帝，十诫是最好的律法。摩西提醒了以色列百姓这一点，他在快要离世时

说：“又哪一大国的人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

这一切律法呢？”然而尽管以色列人有最好的律法，但上帝知道祂百姓的心。上

帝有必要在十诫的开头吩咐他们要爱祂，永不可离弃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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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包括一些复杂难懂的解释，我暂且略过不提。要把十诫视为基本法，

视为上帝赐下的权威律法，视为国家的宪纲。判例法是以基本法为根基设立

的。判例法源于基本法，是把律法应用于我们有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具体情

况。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相当多的民事律是这样阐述的：“倘若……那么……”。

那些是判例法的例子。 

例如，“不可偷盗”是基本法。有这样一条判例法：倘若我的牛踩踏了

邻舍的田地，破坏了他的收成，那么我就必须做出补偿。那是一条基于十诫

的判例法。这个区分可以帮助你明白，旧约圣经中赐给我们的民事律，并非

每一条都必须一字不差地应用于我们当今时代。它们当中有些条例只适用于

旧约时代以色列的社会和文化，或者适用于旷野中的旅途，或者适用于他们

在迦南定居的时候。我强调基本法的重要性，是为了让我们记住是上帝亲自

颁布了基本法。十诫是直接从天上传下来的，是上帝用自己的手指两次亲自

写在法版上的。十诫绝对是赐给全人类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条诫命。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我们要探讨两点：上帝颁布第一条诫命的主要意图是什么？第一条诫命

包括哪些细节？上帝为什么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特别的

命令为十诫的开头？祂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所有的神当中，你们只能以我

为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神。我是最重要的。你们只能真正委身于我。”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那样的，但朋友们，上帝知道祂在《以赛亚书》第

43 章 11 节中所说的关于祂自己的话的含义：“惟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

没有救主。”除我以外，没有神，根本没有别的神。所以，上帝写下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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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命并不是为了以某种方式确保自己在竞争中获胜。不存在竞争。就荣耀和

尊荣而言，上帝是无与伦比的，不存在竞争者。当然，有很多种力量试图吸

引我们偏离正路：撒但及其党羽以及各种试探。 

但除了上帝自己以外，没有别的神。上帝极其严厉地对待拜任何一种偶

像的行为。例如，在《耶利米书》第 10 章 3-5 节中，上帝确实几乎是嘲笑

了拜偶像的行为，祂说：“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把

树干造成偶像。然后他们把树木的其余部分当作烧火的柴（赛 44:14-20）。

他们用金银来妆饰那偶像。他们把偶像钉在板子上，必须有人抬着它。根本

不必惧怕像稻草人那样的“神”。所以，请注意上帝在描述了偶像的这些特

征之后，怎样结束了那段经文。祂说：“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

力降福。”那最后一句话带领我来与你们分享上帝颁布第一条诫命的真正意

图。上帝的命令是：“要承认我，惟独信靠我。单单跟从我，认识到惟有我

是能够降福与你们的上帝。”上帝说：“看哪！我是造了你们并深爱你们的上

帝。我拥有带领你们走出今生这片旷野的一切资源。不存在别的神。要惟独

承认、信靠、尊崇我。”上帝可以在与此不同的层面上对祂的百姓以色列人

讲话：“我是你的救赎主，我曾领你们出了埃及。你们要单单信靠我。”或者

上帝可以在与此不同的层面说：“我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站在祂的儿女和这

个危险的世界前面。不要跟别人走。要单单跟从我。”为什么？“因为别人

不能给你们带来任何益处。你们不必害怕他们，但他们也不能给你们带来任

何益处。” 

所以，上帝怀着深深的爱，在这第一条诫命中向我们阐明了祂的旨意。

正如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说：“不要跟陌生人走”，上帝也说：“不要跟陌生人



 

4 
 

走，不要随从陌生的‘神’，无论他们说了什么甜言蜜语，无论他们许诺给

你什么，无论他们看起来怎样，无论他们告诉你什么。不要相信任何人，不

要信靠任何东西来看顾你、带领你或给你建议、保护你，而是要单单信靠我。”

那难道不是我们对自己孩子所说的话吗？ 

那是上帝对祂自己的儿女所说的话：“不要把你们的心归给别人。”为 

什么？因为那会使你们蒙受损失。你们会经历失望。他们会辜负你们。你们

会经历痛苦。朋友们，当我们追溯以色列的历史时，你们就会反复看到这一

点。他们所随从的“神”像扔石头一样把他们抛弃了。当他们面临各种需要

时，那些“神”根本不能帮助他们。因此，上帝要求我们单单信靠祂，藉此

把我们的忠心和爱全都献给祂。那样做能够使你我享受到最大的自由和喜乐。

为什么？因为那样我们就不在那些巫术魔法的掌握之中了。那样我们就不会

随从那些虚妄无益的人，就不会信靠那些薄弱的保障。那样我们就不会在这

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摇摆不定。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你看到我所看到的了吗？你认识到我所认识到的了吗？不仅在第一条诫

命中，而且在另外九条诫命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我并不是看到上帝给

我套上了轭具来阻碍我或限制我，而是看到了上帝要保护我。我并不是看到

了一位不关心我的感受的上帝，而是感觉到了上帝对我的关心，祂希望我真

正感到喜乐和满足。我并不是看到了一位令人绝望或惧怕的上帝，似乎努力

要确保祂自己是居首位的，而是看到当我们不单单跟从上帝时，祂尽力确保

我们的安全，使我们免受伤害。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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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第一条诫命有什么引申的意义和细节。上帝吩咐

我们做什么？由此推论出上帝禁止我们做什么？ 

首先，上帝吩咐我们要认识祂，唯独信靠祂。认识和信靠是紧密相连

的。我不可能信靠自己不认识的人。在所有的关系中，信任都是基于对那个

人的了解，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告诉和警告自己的孩子不要信任他

们不认识的陌生人，虽然我们也应该警告他们不要信任那些他们确实认识的

人。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确实有太多人利用别人的信任来欺骗别人。但总

的来说，我们会告诉人们：“不要信任你不认识的人。”那就是上帝在第一条

诫命中的旨意。祂吩咐我们要认识祂。祂吩咐我们要越来越深地认识祂，承

认祂是天上地上独一的上帝。朋友们，认识上帝，是我们的使命。那也是永

无止境的学习。我们越深地认识上帝，认识到祂的伟大、智慧、良善、大爱、

圣洁、公义、祂的一切属性、祂的仁慈，就越被吸引来倚靠祂，跟从祂，信

靠祂，即使世道艰难，生命多劫，或者即使有别人来敲我们的门并说：“把

你的心归我，跟从我”，只要我们认识祂，我们怎么会离弃祂呢？祂深爱我

们，把自己赐给了我们，祂是天上的上帝，是造物主，是救赎主啊！主耶稣

比任何人都更尊重第一条诫命。请注意撒但在旷野里试探耶稣时，首先就是

想要祂违背第一条诫命。耶稣当时又饥饿又疲乏，面对的使命是去向一群满

怀疑惑的百姓传扬自己，告诉他们说祂自己就是弥赛亚，并因预见到自己最

终将要上十字架而备受折磨，撒但便趁机以各种方式试探祂。最终，耶稣胜

过了仇敌的每一次试探，首先祂没有信靠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来把石头变成食

物（太 4:3），其次祂没有信靠人，没有信靠自己的行为，最后祂没有信靠撒

但的许诺：“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不，耶稣认识祂的父，



 

6 
 

单单信靠、仰望和顺服祂的父；最后祂借助第一条诫命把撒但赶走了，祂说：

“撒但退去吧！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祂”（太 4:10）。 

第二，上帝吩咐我们要认识到祂是独一的上帝，要单单敬拜和荣耀祂。

当我听到“敬拜”这个词的时候，也许你像我一样，想到的是教会、唱诗、

祷告、奉献、讲道或听道。然而，一颗敬拜的心是信靠上帝的心，他在生活

中表明他顺服上帝，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最可敬的那位。那么，朋友，

敬拜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敬拜上帝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敬

拜上帝是对上帝怀着敬畏之心。敬拜上帝是优先选择上帝，认为上帝比别的

一切更重要，比安慰和喜乐更重要，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敬拜上帝是倚靠

上帝来实现我们的盼望，欢欢喜喜地唯独侍奉祂。敬拜上帝是不照自己的意

愿去行，而是顺服祂的旨意和祂的道路，即使那样做很艰难。敬拜上帝是在

祂大能的手下谦卑己身。敬拜上帝是把我的一切天分都献给祂。敬拜上帝是

为祂的事工和国度大发热心，当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帝寻求指引或祂的旨意

时，要等候祂。归根结底，敬拜上帝是以上帝和上帝的属性为乐，祂在圣经

和祂的护理之工中显明了自己。如果我们尊崇上帝，这样敬拜、仰望、等候、

寻求上帝，就会经历到上帝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祂不会让我们失望。祂会

怀着爱心带领我们，支持我们，供应我们。《诗篇》第 81 篇是一个很显著的

例子。上帝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上帝在那首诗篇中哀叹说：

“哦，我的民本当听我的话，但他们却随从别神，因而失丧了。我本想拿上

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你们现在明白了，

那就是第一条诫命：敬拜我。 

第三，上帝吩咐我们要单单向祂寻求帮助和带领，而不是向人或事物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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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帮助和带领。许多人处在患难或惧怕中时会去求助于星星或月亮、巫术或

邪恶的力量，想一想扫罗王，求助于他们的占星术或魔法，或者呼求所谓的

圣徒。另一些人在一些观念、哲学、猜想或传统中来寻求庇护，那些东西是

弃绝或违背上帝圣言及其中的教导的。使徒保罗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警告人

们要当心后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

灵和鬼魔的道理”（提前 4:1）。当我们为了安全的缘故，或为了得到带领和

帮助而把自己交付给这样的力量或发起者时，就违犯了第一条诫命。与此相

反，上帝说：“不可有别的神，单单要敬拜我。”所以，朋友们，要不断地提

醒自己上帝为什么要吩咐我们遵守第一条诫命。祂并不是担心自己会失去一

部分荣耀。祂是担心你我会蒙受损失。当我们把真理变为谎言时，我们会失

去自己的灵魂和身体。所以，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下上帝在第一条诫命中禁止

了什么。有很多可能的答案，但我打算略过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只专注于讲

一点。毫无疑问，上帝禁止了无神论，这种信仰认为没有上帝，所以我们不

必因上帝的存在而烦恼。上帝也弃绝和禁止了泛神论，这种信仰认为我们所

见到和触摸到的周围的一切都是“神”。上帝也禁止了进化论，这种理论归

根结底教导的是你就是上帝。但是，我打算略过这三点。 

我们只专注于讲一种罪，这种罪离我们的心更近得多：上帝禁止偶像

崇拜。什么是偶像崇拜？ 

从本质上来说，偶像崇拜就是当我们把受造物或受造物所带来的安慰

置于上帝之上，用他们来代替了上帝时，就是当我们从事物、受造物或任何

东西那里寻求安慰、力量或安全保障时。海德堡教理问答》在第 95 问中这

样定义了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就是除信靠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独一真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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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信靠其他任何臆造或制造的有形无形的东西。”但不要对偶像崇拜有误

解，喜爱或信任你周围亲近的人，比如你的父母、配偶或你的牧者，与偶像

崇拜是不同的；不要忘记这一点。那并不是偶像崇拜。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

一些美好的事物，比如婚姻、家庭、饮食、事业、财产、工作，也不是偶像

崇拜；所以我们可以享受一些东西。但是，当我们开始信靠这些东西或人，

以之为我们的喜乐，或者当我们首先把安全感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过分热

爱这些东西，而不是信靠上帝时，那就是偶像崇拜了。 

所以，不要以为只有当我们服侍石头的像或依靠死人的灵魂时才是在

拜偶像。要省察自己，保持警醒，认识到偶像崇拜这种罪是非常隐秘的，所

以很难察觉到我们自己心中的这种罪。 

当我们过分享受上帝所赐的美好、合法的事物，沉迷于其中，达到了

把它们置于上帝之上的程度时，我们就违背了第一条诫命。我给你们举几个

例子来帮助你们在自己的生活中进一步思考这一点。财富和产业是上帝的恩

赐，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努力地工作只是为了变得富有，让自己有安全感，或

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单纯是为了自我的享受时，财富就成了陷阱和偶像。

那样，财富就变成了偶像，而不是用来荣耀上帝和服侍邻舍的资源。学术上

的成功是美好而卓越的目标，我们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工作，充分利用上

帝所赐的天分来增长自己在智力方面的能力。但当我只在意身份和头衔以及

我的头衔和地位所带来的声望时，学术上的成功就变成了偶像。当我在服侍

他人时，更多地想到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荣耀和赞美上帝，那就是偶像。

健身和健康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应当保持自己健康才能适于为上帝做工，

然而当我只是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健康漂亮，只是想展示自己的身体，或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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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盼望自己长寿时，那就成了偶像。想一想各种运

动和比赛。同样，它们很重要，很有用，但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人类最大的

偶像在体育运动和娱乐领域里。体育运动不再是娱乐，而是变成了偶像。我

们只关心自己最喜欢的团队或我们自己的获胜、表现、奖牌、勋带。但是，

我们还要指出一个偶像：基督徒的服侍工作。当我进行服侍的目的是得到名

声和奖赏，而不是让祂更加兴旺，我自己更加衰微时，那很容易成为偶像。

所以，关于第一条诫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摩西在《申命记》第 8 章中写下

的劝勉的话，他在那里谈到他们不可忘记上帝，恐怕他们吃得饱足，大享成

功，所有的全都加增，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就是将他们从

埃及地领出来的上帝（申 8:11-14）；然后他在《申命记》第 8 章 17-19 节中

用这些警告作为总结：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祂给你的，为要坚定祂

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

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在此处我们再次看到

了这样的话：“我的民哪，不要随从那些神。不要信靠他们。不要仰望他们。

他们不会帮助你们的。单单要敬拜我。”你们从中品味出上帝的慈爱、上帝

的心意了吗？ 

朋友们，要遵从祂的旨意，荣耀祂，以祂为独一真神，那将会带给我

们极大的欢喜、快乐、安全、供应。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那会使我

们远离忧虑和失望，最终使我们在旅程结束时免于灭亡。 

我鼓励你们在学习每一条诫命时都花一点时间看一看《威斯敏斯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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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答》或《海德堡教理问答》，自己读一读那里面的问题和回答，那些问

答精炼而优美地阐明了每一条诫命的丰富含义。 

非常感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