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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DCCC國語主㈰㊐日㈻㊫學303
2016年年8㈪㊊月28㈰㊐日

作者, ㈰㊐日期, ㆞地点, 目的, 和主旨

•  作者︰摩西

•  ㈰㊐日期︰1400 B.C.

•  ㆞地點︰摩押平原

•  目的︰勸勉第㆓㈡㊁二㈹代的以色列列民在入迦南㆞地前
 不不可忘記神神的律律法、誡命與典章

•  主旨︰以色列列的訓誨 

簡介
1:3-5 出埃及第㆕㈣㊃四㈩㊉十年年㈩㊉十㆒㈠㊀一㈪㊊月初㆒㈠㊀一㈰㊐日，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列
㆟人的話，都都曉諭他們。那時，他已經擊殺殺了了住希實本的亞摩利利王西宏和
住以得來來、亞斯他錄錄的巴珊王噩。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地，講律律法說說說：
•  申命記㈴㊔名稱的來來源是根據希臘臘文㈦㊆七㈩㊉十士譯本而命㈴㊔名，記

載摩西在應許之迦南㆞地邊界摩押平原向以色列列㆟人所做的
訓誨。那時以色列列㆟人經過㆕㈣㊃四㈩㊉十年年在曠野的漂流流，反叛的
第㆒㈠㊀一㈹代選民已倒斃在曠野裡裡，現今第㆓㈡㊁二㈹代之子民，蒙神神
帶領領到達約但河東的摩押平原，在那裡裡遙望迦南美㆞地的
豐沃，並正準備進佔迦南。

  

•  摩西這位㆒㈠㊀一百廿歲高齡的領領袖，提醒第㆓㈡㊁二㈹代，從前輩悲
慘的歷歷史㆗㊥中㈻㊫學教訓，㈻㊫學會順服的重要，並從過去的歷歷史，
到現在的聖潔㆞地位，以及未來來之應許，知道神神是信實的。
摩西重複申述神神的命令令，使以色列列第㆓㈡㊁二㈹代子民能遵循，
故㈴㊔名「申命記」Deuteronomy，也是他的臨臨別贈言。

1:1 These are the words Moses spoke to all Israel in the wilderness east of the Jordan	  



8:3 他苦煉煉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列祖所不不認識識的
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不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口裡裡所出的㆒㈠㊀一切切話。


6:13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神、事奉他、指著他的㈴㊔名
起誓。
10:20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神，事奉他，專靠他，. . .


6:16 你們不不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神神，像你們在瑪撒
那樣試探他。

•  申命記是主耶穌基督在舊約聖經㆗㊥中引用最多的㆒㈠㊀一本書。
在馬太福福音第㆕㈣㊃四章衪受魔鬼試探時耶穌説的“經㆖㊤上記着
說說說”都都是指申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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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歷史背景
•  迦南㆞地的門檻加低斯。在那漫長的漂流流歲㈪㊊月㆗㊥中，以色列列

第㆒㈠㊀一㈹代的民眾，因不不信神神的應許致受神神責備而死在曠野
的路路㆖㊤上。現今到達加低斯的除卻㆒㈠㊀一些篤信神神之領領袖外，
全是漂流流時㈹代誕生之第㆓㈡㊁二㈹代子民，他們對神神的律律法全然
陌生，對神神的認識識多半是靠㆖㊤上㈹代口傳得來來的，所以在他
們進入迦南的前夕峙，摩西必須先把神神的誠命重新申述
給他們曉得，否則他們到達應許之㆞地後便便把那應許之神神
忘卻了了。

•  摩西故意繞開正路路向東而行行，經過以東、亞摩利利、與亞們
㆟人之境㆞地，到了了約但河東之摩押平原，在那裏可以瞭望迦
南全境。摩西在曉諭第㆓㈡㊁二㈹代之以色列列民後便便㊢寫㆘㊦下此書。 
[後㆟人(傳統稱是約書亞)把神神㆟人摩西之死附加在書末(33-34章)  
以示㆒㈠㊀一合㊜適之結束]

	  	  	  大綱

㆒㈠㊀一、往後看 (l - 11)
    (神神在歷歷史㆗㊥中之信實)

 A. 重溫歷歷史= 1 - 3

 B. 重溫律律法= 4 - 11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
 (神神在應許㆗㊥中之信實)

 A. 對以色列列民之信息= 12 - 30
  1.歷歷史性之信息= 12 - 26
  2.預言性之信息= 27 - 30

 B. 對神神㆟人摩西之附錄錄= 31- 34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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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㈠㊀一. ㆓㈡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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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㈠㊀一、往後看( 1 - 11章)

A.  重溫歷歷史(1-3章)


申命記首部(1-11 章)記述摩西的回顧，後部(12-34 章)乃
他的前瞻。在回顧過去時，摩西從曠野的歷歷史事跡㆗㊥中
(1-3 章)以他們的小信與神神的大能作㆒㈠㊀一強烈烈的對比，藉此
紀念念神神在他們當㆗㊥中所行行的奇事，這是引證神神在歷歷史㆗㊥中的
信實。他把㉂自出埃及以來來到現今為止分為㆔㈢㊂三段時期:

a.  從西乃山到加低斯---此為進取迦南時期 ; 

b.  從加低斯到加低斯---此為曠野漂流流時期 ;

c.  從加低斯到摩押---此為再取迦南時期。

摩西追溯往事，回想神神愛，實是每句句扣㆟人心弦，回顧可
以堅固信心，加增智慧，使㆟人悔悟，生發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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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歷歷史(1-3章)
(1) 1: 19 我們照著耶和華―─我們神神所吩咐的
從何烈烈山起行行，經過你們所看見見那大而可怕
的曠野，往亞摩利利㆟人的山㆞地去，到了了加低斯
巴尼亞。

(2) 2: 8,13 於是，我們離離了了我們弟兄以掃子孫
所住的西珥，從亞拉拉巴的路路，經過以拉拉他、
以旬迦別，轉向摩押曠野的路路去 . . . 過了了撒
烈烈溪。

(3) 2: 18 你今㆝天要從摩押的境界亞珥經過，

(4) 2: 24 你們起來來前往，過亞嫩谷；我已將
亞摩利利㆟人希實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
你要(32在雅雜)與他爭戰，得他的㆞地為業。

(5) 3: 1,8,10 以後，我們轉回，向巴珊去。巴
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都出來來，在以得來來與我們
交戰。那時，我們從約但河東兩兩個亞摩利利王
的手將亞嫩谷直到黑門山之㆞地奪過來來，就是
奪了了平原的各城、基列列全㆞地、巴珊全㆞地，直
到撒迦和以得來來，都都是巴珊王噩國內的城邑。

重溫歷歷史(1-3章)
分㆞地
3: 12,16;13 那時我們得了了這㆞地．從亞嫩谷邊的
亞羅羅珥起、我將基列列山㆞地的㆒㈠㊀一半、並其㆗㊥中的
城邑、都都給了了流流便便㆟人、和迦得㆟人。從基列列到
亞嫩谷、以谷㆗㊥中為界、直到亞捫㆟人交界的雅
博河、我給了了流流便便㆟人、和迦得㆟人．其餘的基
列列㆞地、和巴珊全㆞地、就是噩王的國、我給了了
瑪拿西半支派．亞珥歌伯全㆞地乃是巴珊全㆞地．

摩西不不得渡約但
3: 23,25,26 那時我懇求耶和華說說說、求你容我過
去、看約但河那邊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
㆞地、和利利巴嫩。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
發怒怒、不不應允我、對我說說說、罷了了、你不不要向
我再提這事。

[ 1: 34,35,37 耶和華聽見見你們這話、就發怒怒起誓
說說說、這惡惡世㈹代的㆟人、連連㆒㈠㊀一個也不不得見見我起誓
應許賜給你們列列祖的美㆞地．耶和華為你的緣
故、也向我發怒怒、說說說、你必不不得進入那㆞地。 ]

㆒㈠㊀一、往後看( 1 - 11章)

B.   重溫律律法(4-11章)


跟著摩西重申當守之律律法，藉此激發愛慕神神話語之心，
使行行事為㆟人㈲㊒有所㊜適從。他先以律律法的總論論為引言(4 章) ，
繼以逐點闡釋(5 章) , 最後勸民畢生篤守毋忘神神恩(6-11 章)。
這裏摩西諄勸會眾，言辭誠切切，再㆔㈢㊂三誡誨，使㆟人㈲㊒有所警
惕、循守。此段（重溫律律法）可以「敬畏」、「盡愛」、
「遵守」等字為㆗㊥中心，摩西之申誨㉃至深且厚。

6: 4-5 以色列列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神是獨㆒㈠㊀一的主。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力愛耶和華你的神神。	  [太22:37,路路10:27]

雖然申命記是重申誡命，並沒㈲㊒有帶出㆒㈠㊀一套新的律律法，但
在這裏是律律法書第㆒㈠㊀一次帶出“愛耶和華你的神神”觀念念。
申命記㆗㊥中再說說說了了㈧㊇八次 (11:1,13,22; 13:3; 19:9; 30:6,16,20).

㆒㈠㊀一、往後看( 1 - 11章)

B.   重溫律律法(4-11章) [續]


8: 6-9 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神的誡命，遵行行他的道，敬畏他。 因為耶和
華你神神領領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流出㈬㊌水來來，
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
在那㆞地不不缺食物，㆒㈠㊀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 預表：這滿㈲㊒有㈬㊌水源的美㆞地是我們的主耶穌。祂不不僅是我們
的糧糧食，足以應付㆒㈠㊀一切切的需要，祂也是我們的力力量量–是我們
的鐵和銅。在基督裏面神神為我們預備了了所㈲㊒有。神神本性㆒㈠㊀一切切的
豐盛都都㈲㊒有形㈲㊒有體的居住在祂裏面。我們在神神裏面也得了了豐盛。

11: 10-12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不像你出來來的埃及㆞地，你
在那裡裡撒種，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㆒㈠㊀一樣。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
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是耶和華你神神所眷顧的。
從歲首到年年終，耶和華你神神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哥林林多前書 1: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裡、是本乎神神、神神又使他
成為我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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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㈠㊀一、往後看( 1 - 11章)

B.   重溫律律法(4-11章) [續]


在迦南㆞地(基督裏)以色列列㆟人(我們)所要做的是什什麼呢？

11:13-15 你們若若留留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
愛耶和華你們的神神、盡心、盡性、事奉他、他必
按時降降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
藏㈤㊄五穀、新酒、和油．也必使你喫得飽足、並使
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A.  對以色列列之信息(12-30章)


1. 歷歷史性之信息(12-26章)

由12章始，摩西由追溯往事而轉向瞻望將來來，為著預備
以色列列民在新環境㆘㊦下之新生活，他㈵㊕特㆔㈢㊂三令令㈤㊄五申的勸告他
們各方面之律律例例典章(12㆒㈠㊀一26 章) : 

a.  先是㊪宗教生活方面(12-16 章) ，㈲㊒有關真正的敬拜(12-13
章) ，潔淨與不不潔淨之食物(14章) ，當獻之捐輸(15章) ，
當守之節期(16 章)等均㈲㊒有詳盡說說說明;

b.  次是國家政治方面(17-20 章) ，對在位掌權的(17章) ，
任聖職的(18 章)與刑典的(19章)也㈲㊒有明顯的法規;

19:15 ㆟人無論論犯甚麼罪、作甚麼惡惡、不不可憑㆒㈠㊀一個㆟人的口作見見證、
總要憑兩兩㆔㈢㊂三個㆟人的口作見見證、纔可定案。 [太18:16, 林林後13:1]

19:21 . . .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 [太5:38]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A.  對以色列列之信息(12-30章)


1. 歷歷史性之信息(12-26章) [續]

c. 後是㈳㊓社會風化方面(21-26 章) ，關於家事(21章)、貞操
(22章) ，及各樣繁瑣之民事(23-25 章)及獻初熟產物之規
則(26章) ，每事之處置法規皆歷歷歷歷詳言。

24:1 ㆟人若若娶妻以後、見見他㈲㊒有甚麼不不合理理的事、不不喜悅他、就可
以㊢寫㉁㊡休書交在他手㆗㊥中、打發他離離開夫家。 [太5:31]

25:4 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不可籠籠住他的嘴。 [林林前9:9]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A.  對以色列列之信息(12-30章)   


2. 預言性之信息(27-30章)


各㊠項律律例例定規後，摩西申明神神與以色列列民所訂立立㈲㊒有關享
受迦南產業之典約，此為著㈴㊔名之「巴勒勒斯坦約」 
(Palestinian Covenant) (27-30 章) ，此約之大綱㈲㊒有㆕㈣㊃四:
a.背景(27章)，b.內容(28章) ，c.訂立立(29章) ，d.重申(30章) ，

29: 1 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地吩咐摩西與以色列列㆟人立立約的話，
是在他和他們於何烈烈山所立立的約之外。

此約便便決定他們得享以後在迦南㆞地時蒙福福之因素: 遵命
之福福與違命之禍。此後他們仍在迦南㆞地之㆒㈠㊀一㈰㊐日，他們必
受此約之束限，神神已把在迦南㆞地之禍福福陳明 ，此後之禍
咎乃由㆟人㉂自取而已。(e.g., 見見耶利利米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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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A.  對以色列列之信息(12-30章)  


2. 預言性之信息(27-30章) [續] 


30:4-6 你被趕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華你的神神也
必從那裡裡將你招聚回來來。耶和華你的神神必領領你進入你
列列祖所得的㆞地、使你可以得著．又必善待你、使你的
㆟人數數比你列列祖眾多。
耶和華你神神必將你心裡裡和你後裔心裡裡的汙穢除掉，好
叫你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的神神，使你可以存活。
 

Deuteronomy 30:6 The Lord your God will circumcise your 
hearts and the hearts of your descendants, so that you may 
love him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live.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A.  對以色列列之信息(12-30章) 


2. 預言性之信息(27-30章) [續] 


30:11-14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不不是你難行行的、也不不是
離離你遠的。不不是在㆝天㆖㊤上、使你說說說、誰替我們㆖㊤上㆝天取㆘㊦下來來、
使我們聽見見可以遵行行呢．也不不是在海外、使你說說說、誰替我
們過海取了了來來、使我們聽見見可以遵行行呢。 這話卻離離你甚近、

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裡裡、使你可以遵行行。 [羅羅10:6-8]


30:19-20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見證，我將生死禍福福陳明
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都得存
活。 且愛耶和華你的神神，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
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長久也在乎他。這樣，你就可以在耶
和華向你列列祖亞伯拉拉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所賜的㆞地㆖㊤上
居住。」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B. 對摩西之附錄錄(31-34章)

31-33 章乃摩西臨臨別肺俯之言，此段乃全書之高峯。他先
對全國訓話，當以神神之律律法為念念(31章) ，繼作曬歌(32章) ，
作證神神始終如㆒㈠㊀一之信實，句句句句嘔心瀝血。這不不是㆒㈠㊀一齣輓曲，
而卻是㆒㈠㊀一首凱歌，是得勝、讚美、感恩、訓誨之結晶。

32:21 他們以那不不算為神神的、觸動我的憤恨、以虛無的神神、
惹了了我的怒怒氣、我也要以那不不成子民的、觸動他們的憤恨、
以愚昧的國民、惹了了他們的怒怒氣。 [羅羅10:19] 

32: 35 他們失腳的時候、伸冤報應在我．因他們遭災的㈰㊐日
子近了了、那要臨臨在他們身㆖㊤上的、必速速來來到。 [希10:30]

32: 45-47 摩西向以色列列眾㆟人說說說完了了這㆒㈠㊀一切切的話，又說說說：「我今㈰㊐日
所警教你們的，你們都都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們的子孫謹守遵行行
這律律法㆖㊤上的話。 因為這不不是虛空與你們無關的事，乃是你們的生
命，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得為業的㆞地㆖㊤上，必因這事㈰㊐日子得以長久。」

㆓㈡㊁二、往前看(12 - 34章)


B. 對摩西之附錄錄(31-34章)  [續] 


申命記末了了宣告訣別之㈷㊗祝福福(33章) ，為以色列列各支派提
㈴㊔名㈷㊗祝禱，內㆗㊥中更更預言他們每支派將來來之際遇，此為著㈴㊔名
之「摩西預言㈷㊗祝福福」(Moses’ Prophetic Blessing)。在後來來
的㈰㊐日子㆗㊥中，每支派逐點應驗。


申命記以摩西與世辭別為結束(34章)。訣別贈言畢後，
他即登尼波山頂，遙望迦南美㆞地，從此即飛彼岸，在那
遙遠的青㆝天，在那屬靈靈之迦南境㆞地，享受與神神的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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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有藻]「申命記」乃摩西之遺囑，記載他㆒㈠㊀一生
之偉大心志，其言辭之諄諄，滿腔熱血，足以
感㆟人之心、動㆟人之情、壯㆟人之志、堅㆟人之信、
惕㆟人之儆，使㆟人無恐懼、無畏怯、不不偏㊧左㊨右，
直趨神神之肺腑，是為㆟人生最深之教益益！

[律律法書結語]「申命記」在摩西重申誡命之時，
第㆒㈠㊀一次㆞地並重複㆞地帶出了了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力愛耶和華你的神神
的教義。主耶穌基督告訴我們這(與愛㆟人如己)是
律律法的總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