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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十九1-13
神設立逃城的定規

A.為己分定三座城
耶和華―你神將列國之民剪除的時候，耶和華―
你神也將他們的地賜給你，你接著住他們的城邑
並他們的房屋，就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
的地上分定三座城。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
為業的地分為三段；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人的，
都可以逃到那裡去。申十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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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十九1-13
神設立逃城的定規

B.誤失殺人的律例
誤殺人的逃到那裡可以存活，定例乃是這樣：凡素無仇
恨，無心殺了人的，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砍伐樹木，
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樹木，不料，斧頭脫了把，飛
落在鄰舍身上，以致於死，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
就可以存活，免得報血仇的，心中火熱追趕他，因路遠
就追上，將他殺死；其實他不該死，因為他與被殺的素
無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說，要分定三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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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十九1-13
神設立逃城的定規

A’為愛再添三作城
耶和華―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擴張你的境界，
將所應許賜你列祖的地全然給你，你若謹守遵行我今
日所吩咐的這一切誡命，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常遵
行他的道，就要在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
無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地上，
流血的罪就歸於你。 申十九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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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十九1-13
神設立逃城的定規

B’刻意殺人的律例
若有人恨他的鄰舍，埋伏著起來擊殺他，以致於
死，便逃到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長老就要打
發人去，從那裡帶出他來，交在報血仇的手中，
將他治死。你眼不可顧惜他，卻要從以色列中除
掉流無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

申十九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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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設立逃城的定規(申十九1-13)

A.為己分定三座城(1-3)

B.誤失殺人的律例(4-7)

A’為愛再添三作城(8-10)

B’刻意殺人的律例(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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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逃城彰顯神的憐憫和公義

一、神憐憫的彰顯設逃城(1-3)

二、神憐憫的條件和作法(4-7)

三、神憐憫的度量再擴大(8-10)

四、神公義的施行出逃城(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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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章大綱】申十九1-13
主題：讓人可以找著避難所

引言：認識逃城真實的意義

一、唯有基督作我們的藏身處

二、學習住在基督神聖隱密處

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結語：現代人需基督和教會
8



9

逃城

避
難
城

庇
護
城

基
督

神
的
救
贖

教
會

引言：認識逃城真實的意義

• 出廿一12-13
• 民卅五1-34
• 申四41-43
• 申十九1-13
• 書廿1-9
• 代上六54-81

你曾經無心地犯錯？你正在被追殺嗎？
你想躲在哪？你找到逃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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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城
迦南地的真主人是耶和華神，上帝守約施慈愛。

以色列人要作好管家，利未人住在逃城，負責管理。

逃城乃輔助第六誡「不可殺人」。

目的乃為不要流無辜人的血，使誤殺人有藏身之處。

避免人在血氣中，在尚未真相大白，真正細查斷案
宣判前，繼續仇殺，傷及無辜，冤冤相報，擴大流
無辜之人的血。逃：包容、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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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空間、時間可逃

誤殺人的可以逃到逃城，得保護、接納和供應。

向城中長老解釋事發經過表明無辜

蓄意謀殺和無心誤殺有所區分，接受公平審判。

逃城要在不算遠的距離，逃入的時間也不需很長。

在迦南美地上仍需逃城，因仍會遇見艱難。

你需要逃城中的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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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機械式順服
出於愛神，再添三座城，為要彰顯神慈愛、公義的
屬性。
甘心樂意來順服，百姓要學習彼此接納。
白白得恩，多得著就多給，讓社會充滿平安。
救恩精義：出於感恩，感恩神給犯錯者第二次機會。
我們都是應該要滅亡的
教會不是「逃避之所」，卻是軍隊、學校、家庭。
「圍城」，在裡面的人想出去，在外面的人想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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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城的生活(一)
雙重保護
1.保護誤殺人的(包括以色列人、外人寄居的)
2.保護神的百姓流無辜人的血(脫離報血仇的)

免受追討立刻死亡，但其不能離開逃城，必須在逃
城中生活，直到受聖膏的大祭司死亡。
先受某種程度的約束及懲處，不可收贖價。
在逃城中人最需要的是城裡的人。
逃城中的人都是利未人，成為教導和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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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城的生活(二)
放下所有的，離開親友，重新過活，要好好過。

不致於以死還死，但仍要出代價擔罪行的責任。

故在生活中人要小心，切莫因無心之過，損人也為
自己帶來禍患。至少要付代價，住在逃城中。

逃城是一個軟禁的地方，得著生命，但失去自由，
也叫我們反省、悔改，至少還是一個更幸福的地方。

找到逃城的真義，不要一生都在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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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罪負責(一)
 逃城不是沒有公義的地方，因祂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神為萬一會發生的事，多所著墨，慈愛體貼。

 乃執行公義的城，利未人負責，需有智慧、能分辨。

 罪就要接受審判，才能平息，殺人的必被治死。

 奔向逃城的路上，有足夠的時間反省、整理問題。

 逃城乃用來禁止再流無辜人的血，避免永遠冤冤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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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罪負責(二)
 若故意犯罪，不肯悔改，想得過且過，逃避罪的追
討，等東窗事發之日，仍要被追討交出人來定罪。

 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
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
大得勉勵。 來六18

 罪人因著基督的流血贖價，得以脫離罪惡挾制、刑
罰。

 主耶穌來成全了律法，我們都需要進入逃城，祂救
贖我們有意、無意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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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公義的，基督是至近的親屬
神有豐盛的慈愛。
刻意犯罪的，必被報血仇的——至近的親屬追討。
無心犯罪的，神樂意施恩給予機會悔改，以保存性
命。逃城條例乃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次序。
神恨惡罪，卻憐憫罪人。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兒子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

來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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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有基督作我們的藏身處

神所設立的逃城，是為我們每一個設立的。

基督的救贖成為我們的護庇、避風港，每一
個人都可逃到那裡，祂的赦免，每一個人都
可取用，逃城預表基督作一切罪人的藏身處、
避難所。祂能夠解除罪惡的轄制和刑罰。

基督是我們永遠的逃城，逃城以外別無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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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大祭司死了——基督及祂的救贖
因為誤殺人的該住在逃城裡，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
司死了以後，誤殺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為業之地。

民卅五28

大祭司未死之前，逃城是我們的藏身處、避難所。

大祭司死了之後，他死所表徵的救贖就成為我們的保護。逃
城永遠控告誤殺人的罪，直等大祭司死才得釋放。

找到大祭司耶穌，你才有真正的家、真正的逃城，不再流浪。

大祭司的媽媽對誤殺者很好，免得遭咒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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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住在基督神聖隱密處
我們當學習始終使自己藏身主裡面，祂自己就
是我們的逃城。

我們不應隨意出離逃城，免得我們死亡或遇禍
遭災。不要被罪追殺、追上。

學習住在彼亭之隱密處，住在基督裡。

不要住在所謂逃城卻仍找不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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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住在基督神聖隱密處
進入主的恩慈、良善、憐憫中，使我們藉著主
的恩慈得著救贖。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
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弗四24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
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
溫柔、忍耐的心。 西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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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神要我們多預備逃城，好使增加人逃進去躲避的機
會。不要逃避現實，乃是用智慧和勇氣面對生命的
現實。

神也沒有將逃城設在偏遠不易找到的地方，也沒有
設置路障，反而主動修好道路，讓人方便逃到那裡。

我們需要「逃城」，需要基督的救贖，也需要教會。
我們需要成為「逃城」，成為別人的「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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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預備好，要為人修築並提出通往逃城的道路。

常常思想我們自己是如何找到這條路的，神用何等
的忍耐寬容我們。讓我們也引領浪子返家。

另也思想如何讓別人也能找著，用他們的角度和思
維。

逃城讓人可以認識神的公義、慈愛、聖潔、智慧，
帶來和平與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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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本仁約翰經歷許多控告、自貶、沮喪下沉、
懷疑與絕望等，後來寫《天路歷程》為許多
天路客提出通往逃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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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使哈拿師母經歷家庭中的苦難，寫出《信徒快樂秘
訣》。

為不快樂的基督徒修築並提出得釋放的道路。

「神的車」隨時可以遇見，並使我們駕行穹蒼

耶書崙哪，沒有能比神的。他為幫助你，乘在
天空，顯其威榮，駕行穹蒼。 申卅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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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羅炳森師母學習了站穩在磐石上的功課，經歷
了醫治與聖靈全備的祝福，後來為我們指出了
內在生活的追求之路。

打開心門，打開城門作別人的逃城。

對社會產生影響力，向社會展開屬靈的膀臂，
接納犯罪的人、被罪所勝、被罪折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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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榮教士也在那一代為我們指出神同在的道
路，她一再教導我們住在這隱密處，藏身
其中。

藏身主裡成為每天生活的專注點。

當更多的人找到此路，也更激發人渴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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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撒但的詭計
耶和華啊，求你救我脫離我的仇敵！我往你那裡藏身。

詩一四三9

他們同謀奸詐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議要害你所隱藏
的人。 詩八十三3

你必把他們藏在你面前的隱密處，免得遇見人的計謀；
你必暗暗地保守他們在亭子裡，免受口舌的爭鬧。

詩卅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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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慕安得烈：當我們發現自己沒有住在主裡面
時，就來直望向主，說：「主，我沒有別的
地方可住，我仍要住在祢裡面。」這是為我
們預備了通往逃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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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生活追求當責聚會
第一週次：

1.區牧對區長。

2.負責弟兄對小組長、組員

第二週次：區長對小組長、組員，區牧巡迴參與

第三週次：小組長對開心小組長、組員，區牧、區長巡迴參與

第四週次：區牧對小組長

每月第五週次：全教會弟兄姊妹禱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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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動員城市外展
開心小組重新出發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
處的人。 弗二17
透過社區活動和課程，預備道路，指引人找到神同
在。
結合外展、開心小組、社區活動和課程。
建立新逃城，被恩待也恩待別人。
付出愛、付出溫暖，以耶穌的愛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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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現代人需基督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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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要成為這個世代的逃城。

亞美尼亞的難民家庭在荷蘭海牙伯特利的教會，三
個月不斷電聚會得到庇護，免遭遣返。

南韓檢察官啟動另類監獄，付錢住監獄，安靜反省。
現代人被不同的仇敵追殺：3C、癮……等。

教會接納、陪伴這世代的需要，有恩典，有真理溫
暖接待這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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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大綱】申十九1-13
主題：設立逃城的定規

一、為己分定三座城(1-3)

二、誤失殺人的律例(4-7)

三、為愛再添三座城(8-10)

四、刻意殺人的律例(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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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大綱】申十九1-13
主題：逃城彰顯神的憐憫和公義

一、神憐憫的彰顯設逃城(1-3)

二、神憐憫的條件和作法(4-7)

三、神憐憫的度量再擴大(8-10)

四、神公義的施行帶出城(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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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章大綱】申十九1-13
主題：讓人可以找著避難所

引言：認識逃城真實的意義

一、唯有基督作我們的藏身處

二、學習住在基督神聖隱密處

三、預備道路讓人找到神同在

結語：現代人需基督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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