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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仁方執事



大綱

•  前言                                                            申1：1~5			
•  第一次講道（回顧過去歷史）                  申1:6～4	
•  第二次講道（十誡為骨幹講述律法）      申5～28			
•  第三次講道  （更新立約）                       申29～30	
•  摩西的卸職                                                 申31	
•  摩西之歌                                                     申32	
•  摩西的祝福                                                 申33	
•  摩西的安息                                                 申34	



•  地點—摩押地，安曼
的附近，尼波山（摩
西山）	

•  眺望約旦河谷	
•  越過河谷就是耶路撒

冷	
•  往北---加利利海	
•  往南---死海





西奈之約

•  耶和華與以色列民在西奈山立約，聖經的記載
與公元前十五世紀古近東赫人之約的格式相同	

•  屬於大君王條約格式	
•  （1）前言	
•  （2）歷史序言	
•  （3）基本條款	
•  （4）細部條款	
•  （5）祝福與詛咒	
•  （6）約的附則	
•  （7）約的見證者（聖經中無，因祂是獨一真

神）。



大綱

•  前言  申1：1~5	摩西是立約的中保	
•  歷史序文 申1:6～4	立約的歷史	
•  基本條款 申5(十誡）;申6~11（勸勉遵行）	
•  細部條款 申12~26	(如何遵行律法）	
•  祝福與詛咒 申27~28（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  約的附則 申29~30(宣讀約的內容，約的文本一

式兩份，兩塊法版上書十誡放約櫃中，因神不
會背約，）	

	



前言

•  1:1以下所記的是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曠野、疏
弗對面的亞拉巴─就是巴蘭、陀弗、拉班、哈
洗錄、底撒哈中間─向以色列眾人所說的話。
（演講）	

•  1:3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
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都曉諭他們。
（傳遞）	

•  1:5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講律法說：（教
導）

•  舊的領導結束，以色列新的爭戰就要開始．	
•  摩西臨終前可能花一個月的時間寫下申命記．	
•  要把律法的精義告訴以色列人．



重點

•  摩西期望他們進入應許之地後，過合神心
意的生活．	

•  8:3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
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
的一切話。

•  29~30章摩西將生死禍福的道路只給你看。	
•  遵行神的話----得生命，得長久，得平安．	
•  在應許之地長久居留．	
•  背約不遵行神的話---死亡，滅亡之路，被趕

出應許之地．	



歷史回顧

•  一、回顧出埃及後，由何烈山到加低斯的旅程  1:6-46			
– 上帝吩咐要由何烈山起行，往迦南地進發  1:6-8  
– 按照支派設立分層管理組織  1:9-18	

•  提及當領袖的條件是「有智慧」、「有見識」、「為眾人所認識
的」。	

– 在加低斯居住的過程與派人去探勘迦南地  1:19-46  
•    申 1:22	，民 13:1-2	。 	

•  29我就對你們說：『不要驚恐，也不要怕他們。
•  30在你們前面行的耶和華─你們的　神必為你們爭戰，

正如他在埃及和曠野，在你們眼前所行的一樣。
•  31你們在曠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見耶和華─你們的　

神撫養你們，如同人撫養兒子一般，直等你們來到
這地方。』	

•  32你們在這事上卻不信耶和華─你們的　神

 

。



歷史回顧

•  二、由加低斯到約旦河東岸的旅程  2:1-3:29	
– 繞過以東和摩押的旅程  2:1-15	
– 繞過亞捫人的領土  2:16-25	
– 打敗西實本王西宏，佔領其領土  2:26-37

– 打敗巴珊王噩  3:1-11	
•  3:21那時我吩咐約書亞說：『你親眼看見了耶和華─你　神向這

二王所行的；耶和華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國照樣行。	
– 將約旦河東的地分給兩支派半的人  3:12-22

– 上帝不許摩西進入迦南地  3:23-29	
•  3:26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不應允我，對我說：

『罷了！你不要向我再提這事。

•  27你且上毘斯迦山頂去，向東、西、南、北舉目觀望，因為你
必不能過這約旦河。

•  28你卻要囑咐約書亞，勉勵他，使他膽壯；因為他必在這百姓
前面過去，使他們承受你所要觀看之地。』	

	



•  以東、摩押、亞捫三族
都與以色列人有血緣關
係。	

•  以東人為以撒長子以掃
的子孫，亞捫人與摩押
人是亞伯拉罕侄子羅得
的後裔。	

•  因我已將西珥山賜給以
掃為業	

•  因我已將亞珥賜給羅得
的子孫為業。	

•  摩9:7耶和華說：以色列
人哪，我豈不看你們如
古實人嗎？我豈不是領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領
非利士人出迦斐託，領
亞蘭人出吉珥嗎?	



歷史回顧

•  三、摩西勸告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
  4:1-49	

•  爭戰得勝與得地的關鍵？
•  4:1「以色列人哪，現在我所教訓你們的律例

典章，你們要聽從遵行，好叫你們存活，得以
進入耶和華─你們列祖之　神所賜給你們的地，
承受為業。	

•  2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也不可刪
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
你們　神的命令。	

•  40我今日將他的律例誡命曉諭你，你要遵守，
使你和你的子孫可以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耶
和華─你　神所賜的地上得以長久。」





歷史回顧

•  不遵守律法的實例：巴力‧毘珥的事件．	
•  遵行的內容：	
– 4:13他將所吩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你們，就是

十條誡，並將這誡寫在兩塊石版上。

– 4:14那時耶和華又吩咐我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
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

•  不可雕刻偶像，不可事奉偶像	
•  設立逃城（約旦河東三座城）	
•  預言以色列人會拜偶像，被擄悔改回歸．
25～30	



十誡＆律例典章
•  	6「『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曾將你從埃及地

為奴之家領出來。（神為何可以頒布十誡）	
•  第一誡：不可以有別的神		5:7	
•  第二誡：不可以製作偶像		5:8-10
•  第三誡：不可以妄稱上帝的名		5:11
•  第四誡：要守安息日		5:12-15
•  第五誡：要孝敬父母		5:16	
•  第六誡：不可殺人		5:17
•  第七誡：不可姦淫		5:18	
•  第八誡：不可偷盜		5:18
•  第九誡：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5:20
•  第十誡：不可貪心		5:21	



安息日

•  出20:11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
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
安息日，定為聖日。	

•  申5:5你也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
你　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將你從那裡領
出來。因此，耶和華─你的　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摩西新的詮釋）	

•  救贖如同新的創造（進入應許之地，遵行律法得
享救恩，完成神創造的目的）

•  安息日紀念神的拯救，紀念神的創造是合適的．	
•  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愛神
•  6:1「這是耶和華─你們　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

律例、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

•  2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
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
的日子得以長久。

•  3以色列啊，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
流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
華─你列祖的　神所應許你的。

•  4「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
主。

•  5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	
•  決定全人，全心，全力來愛上帝．	
•  信獨一的神，愛獨一的神	
•  7~9節說明如何操作.	



愛神的原因

•  20「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耶和華─我們　神吩咐你
們的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甚麼意思呢？』	

•  21你就告訴你的兒子說：『我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
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

•  22在我們眼前，將重大可怕的神蹟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
法老並他全家的身上，

•  23將我們從那裡領出來，要領我們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
誓應許之地，把這地賜給我們。

•  24耶和華又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華─我
們的　神，使我們常得好處，蒙他保全我們的生命，像
今日一樣。

•  25我們若照耶和華─我們　神所吩咐的一切誡命謹守遵行，
這就是我們的義了。』」	

•  as	he	has	commanded	us,	we	will	be	in	the	right.（NRSV)	
•  若照他所吩咐我們的謹慎遵行這一切誡命，這就是我們

的義行了。(呂振中）



除惡務盡

•  7:1「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
前趕出許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
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
比你強大。

•  2耶和華─你　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
滅絕淨盡，不可與他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

•  3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
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

•  4因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
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

•  5你們卻要這樣待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
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

•  6因為你歸耶和華─你　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　
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  當地的民族及其所信仰的文化為耶和華所厭惡．



邪惡的文化

•  7「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
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

•  8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
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
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

•  9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　神，他是　神，
是信實的　神；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
愛，直到千代；

•  10向恨他的人當面報應他們，將他們滅絕。凡恨他
的人必報應他們，決不遲延。

•  11所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律
例、典章。」



偶像敬拜

•  黎巴嫩北部的比布羅斯也有拜巴力的遺跡
存留	

•  巴力古今中外最壞的宗教，獻人為祭，廟
妓，亂倫．

•  不受世界文化----電影，電視，書報雜誌，
名人的影響．	

•  要有區別，分別為聖，過聖潔生活．



不可忘記

•  不可因為享福忘記上帝的恩典   8:1-20		
•  2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　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

年，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
守他的誡命不肯。

•  3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
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  12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  13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

加增，
•  14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　神，就是將

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



不要驕傲

•  小心，以色列人自己是時常叛逆的民族   9:1-29		

•  4「耶和華─你的　神將這些國民從你面前攆出以後，
你心裡不可說：『耶和華將我領進來得這地是因我的
義。』其實，耶和華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是因他們的
惡。

•  5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義，也不是因你心
裡正直，乃是因這些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　神將他
們從你面前趕出去，又因耶和華要堅定他向你列祖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

•  6「你當知道，耶和華─你　神將這美地賜你為業，並
不是因你的義；你本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專心敬畏事奉神
•  要專心敬畏上帝   10:1-22	
–  摩西重新鑿出兩塊約版，放入約櫃中  10:1-5	
–  祭司與利未支派的職分 10:6-9	
–  上帝對以色列人的要求：敬畏耶和華，遵守他的誡命

 10:10-22   

•  12「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
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遵行他的
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  13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
要叫你得福。

•  14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屬耶
和華─你的　神。

•  15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愛他們，從萬民中揀選
他們的後裔，就是你們，像今日一樣。

•  16所以你們要將心裡的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頸項。

  

-9



勸告

•  要專⼼心謹守上帝的律律法			11:1-32	
•  26「看哪，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的話都陳

明在你們面前。

•  27你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誡命，就
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就必蒙福。

•  28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　神的誡命，
偏離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去事奉你們
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就必受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