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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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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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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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

•  標題(序言）：十二1	
•  毀壞一切外邦祭壇做基礎，以建立敬拜耶

和華的真正方法與地點：十二2~3	
•  建立敬拜耶和華的真正地點:十二4~12	
•  在此地點敬拜的規定	
– 通則：十二13~19	
– 血的特別規定：十二20~28	

•  禁事奉假神十二29~31	
•  轉接語十二32	



不可有別神

•  12:	1「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　
神所賜你們為業的地上，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這
些：

•  2你們要將所趕出的國民事奉神的各地方，無論是在高
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樹下，都毀壞了；

•  3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
們的木偶，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其名從那地方除
滅。

•  4你們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耶和華─你們的　神。
•  5但耶和華─你們的　神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他

名的居所，你們就當往那裡去求問，
•  6將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

祭，並還願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的，都奉
到那裡。



不可有別神

•  毀壞祭壇和各種形式偶像（柱像，木偶）	
•  除名	
– 賽42:8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我必不將我的榮

耀歸給假神，也不將我的稱讚歸給雕刻的偶像。	
•  不可照他們的方式敬拜神（文化）	
•  要到指定的地方敬拜神	
•  都要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歡樂
•  12:20「耶和華─你的　神照他所應許擴張你境

界的時候，你心裡想要吃肉，說：『我要吃
肉』，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吃肉。	

•  但不可吃血(血是生命用來贖罪）	



神的名

•  出自先知的背道言語：十三2~6	
•  出自弟兄的背道言語：十三7~12

•  出自匪類的背道言語：十三13~19	
•  禁止外邦儀式:十四1~2	
•  禁吃不潔之物:十四3~20	
•  轉接律法	
– 禁止迦南人的外邦習俗:十四21	
– 十分之一奉獻律法：十四22~29	



不可背道
•  13:1「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做夢的起來，向你顯

個神蹟奇事，
•  2對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

事奉它吧。』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
•  3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做夢之人的話；因為這

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試驗你們，要知道你們是盡
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不是。

•  4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　神，敬畏他，謹守他
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他，專靠他。

•  5那先知或是那做夢的既用言語叛逆那領你們出埃
及地、救贖你脫離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們的　神，
要勾引你離開耶和華─你　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
便要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  不管是誰，都要致死



不可背道
•  1「你們是耶和華─你們　神的兒女。不可為死人用

刀劃身，也不可將額上剃光；（異教服喪儀式---取
悅死人及所拜偶像）

•  2因為你歸耶和華─你　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從地
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  潔淨與不潔淨的食物	
•  十一奉獻	
–  學習時常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	
–  照顧利未人，寄居者，孤兒寡婦	

•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  「妄稱」的原文是「虛假、虛空、徒然」的意思。
•  使神的名虛有其表，沒有實質的意義。	
•  消極作法---不可聽別人去隨從拜偶像	
•  積極作法---分別為聖，十一奉獻（敬畏神，愛人）	



安息日

•  給利未人，寄居的並孤兒寡婦，三年一次
的十分之一（十四28~29)	

•  安息年的規定 十五1~11	
•  安息年釋放希伯來奴婢十五12~18	
•  不可用頭生的十五19~23	
•  	節期：逾越節，七七節及住棚節十六1~17



聖年（安息年）＆聖日
•  14:28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將本年的土產十分之一都取出來，積存

在你的城中。
•  29在你城裡無分無業的利未人，和你城裡寄居的，並孤兒寡婦，都可

以來，吃得飽足。這樣，耶和華─你的　神必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
上賜福與你。」	

•  15:1「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
•  2豁免的定例乃是這樣：凡債主要把所借給鄰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鄰

舍和弟兄追討，因為耶和華的豁免年已經宣告了。
•  3若借給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討；但借給你弟兄，無論是甚麼，你

要鬆手豁免了。
•  4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這一切

的命令，就必在你們中間沒有窮人了.	
•  奴婢的自由

–  12「你弟兄中，若有一個希伯來男人或希伯來女人被賣給你，服事你六
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	

–  願意留下，雙倍工資	
•  頭生的條例	

–  「你牛群羊群中頭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別為聖，歸耶和華─你的　神。
牛群中頭生的，不可用牠耕地；羊群中頭生的，不可剪毛。	

•  節期



尊重長官（權威）
•  以色列人中的領袖  16:18-18:22	
•  16:18~20	引言「你要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的各城

裡，按著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官長。他們必按公
義的審判判斷百姓。

•  上帝子民的四種領袖： 
–           A.審判官  17:2-17:13	：維持司法公正。 	
– B.君王    17:14-20	：一國之首，必須按公義治理

國家。	
•  17:18他登了國位，就要將祭司利未人面前的這律法

書，為自己抄錄一本，

•  19存在他那裡，要平生誦讀，好學習敬畏耶和華─他
的　神，謹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言語和這些律
例，	

		



尊重長官

–  C.祭司    18:1-13	：必須正確地教導律法，並執行宗教
事務。 	
•  17:8「你城中若起了爭訟的事，或因流血，或因爭競，

或因毆打，是你難斷的案件，你就當起來，往耶和華─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	9去見祭司利未人，並當時的審判官，
求問他們，他們必將判語指示你。

•  11要按他們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們所斷定的去行；他
們所指示你的判語，你不可偏離左右。

•  12若有人擅敢不聽從那侍立在耶和華─你　神面前的祭司，
或不聽從審判官，那人就必治死；這樣，便將那惡從以
色列中除掉。

–  	D.先知    18:14-22	：忠心傳講上帝的話，也是其他三
個體制的監護人。                   	
•  18:15耶和華─你的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興起一位

先知，像我(摩西），你們要聽從他．



尊重人命
•  逃城與公平審判的律律法		19:1-21

•  逃城相關的律律法		19:1-13	（	民 35:9-34		書 20:1-9	） 	
–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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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	4:41-43	已經記載了了約旦河東的三座逃城， 書 20:1-9	記載約旦河

西是加利利的基低斯，以法蓮的示劍和猶大的希伯崙三座城。約
旦河東是比悉 、基列的拉末、巴珊的哥蘭三座城．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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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界與見證人相關的律法  19:14-21		
–  19:14「在耶和華─你　神所賜你承受為業之地，不可挪移

你鄰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削弱人的生存能力）

–  15「人無論犯甚麼罪，作甚麼惡，不可憑一個人的口作
見證，總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才可定案。（作假見
證誣陷人犯了死罪等同殺人）

	



尊重人命

•  戰爭相關的律律法		20:1-20	
– 戰爭時要仰賴上帝，不要懼怕敵軍。有顧忌的，

膽怯的都可以豁免戰爭。 20:1-9

–        攻城策略

•  對於一般的城邑，一定要先講和。如果城裏的居民
肯順服，就不要殺戮。如果城中的居民不肯講和，
就殺滅男丁，但保留婦            女、孩童與牲畜的性命
 20:10-15	
•  對於迦南城邑，則要滅絕淨盡，以免學習其惡習得

罪上帝。 20:16-1	

– 戰爭時要保護植物，除非確定是不結果子的樹，
否則不能任意砍伐 20:19-20	

		

				



尊重人命

•  無法找到兇手的謀殺、女戰俘、繼承與逆子的
相關規定  21:1-23	
– 遇到有人被殺，尚未找到兇手時的處理方法  21:1-9   

•                          發生這樣的事，整個社群應該要設法找出兇手是誰，並
將兇手治死，平反流無辜人血的罪，若找不到兇手，則
認為是地被玷               污了。 

– 娶女戰俘的相關規定  21:10-14

–              長子的名分不可因為自己對妻子的好惡而更改
  21:15-17	

– 頑梗悖逆的兒子，如果父母懲治後還不聽從，就要
用石頭打死。21:18-21	

– 被掛出來的屍體不可過夜，以免玷汙應許之地　 
21:22-23

 

		



兩性關係

•  穿戴不可混淆	
–  22:5「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

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　神所憎
惡的。	

•  不可混雜	
–  9「不可把兩樣種子種在你的葡萄園裡，免得你撒

種所結的和葡萄園的果子都要充公。

–  10不可並用牛、驢耕地。

–  11不可穿羊毛、細麻兩樣攙雜料做的衣服	
•  貞潔的控告案件之規定。	22:13-21	
•  各種⾏行行淫相關規定		22:22-30



物權法

•  禁止人收利息23:19-20(防止借貸者陷入更大危
機）

•  許願給上帝的必須給上帝23:21-23	
•  取⽤用鄰居農作物的規定		23:24-25	
– 此處的意義是人們可以進入鄰居的葡萄園與麥田中

吃飽，但不可以誤用這種慷慨而侵佔鄰舍的產業。
因此任何大量收割的舉動（超過滿足自己的身體需
要）都是被禁止的。

–   此為照顧旅行過客的律法，也同時保障農夫和園
主的土地和農產不遭強佔

•  不可再娶被休的前妻24:1-4(防止奪取妻子的嫁
妝）	

			



公平待人

•  24:8「在大痲瘋的災病上，你們要謹慎，照
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們的留意遵行。
我怎樣吩咐他們，你們要怎樣遵行。

•  9當記念出埃及後，在路上，耶和華─你　
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回憶米利暗作誣陷
的事）	

•  借款給別人、給人工價，都要顧念別人貧
窮的處境  24:10-1

•  收割時要顧慮到窮⼈人的需要		24:19-22	
•  審判要公義，責打不可過量。 25:1-4  

		



不可貪戀

•  取寡嫂制25:5~10---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	
•  脫鞋之家-----為何要羞辱不願意為兄弟留後的

人？一般認為在當代可以多妻的情況下，只有
「貪圖兄弟的財產」這個理由才會讓一個人不
願意為死去的兄弟留後.

•                度量衡必須公平  25:13-16	----貪戀財物

•  抗拒貪戀的最佳方法施捨	
– 命令要奉獻迦南地初熟的土產  26:1-1	
– 命令要奉獻土產的十分之一  26:12-15

•  最後鼓勵以色列人要盡心遵守上帝的律法
  26:16-19



祝福與咒詛

•  確認盟約---特別選的	
•  27:11當日，摩西囑咐百姓說：
•  12「你們過了約旦河，西緬、利未、猶大、以

薩迦、約瑟、便雅憫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
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

•  13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弗他利
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詛。	

•  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就在示劍附近	
•  示劍---亞伯拉罕第一次築壇，雅各買地築壇，

約瑟葬在此處	
•  「『不堅守遵行這律法言語的，必受咒詛！』

百姓都要說：『阿們！』





祝福與咒詛

•  28:1「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
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 祝福：耶和華必為你開天上的府庫，按時降雨

在你的地上。在你手裡所辦的一切事上賜福與
你。你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致向他們借貸。	

– 咒詛：耶和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症、瘧疾、
刀劍、旱風（或譯：乾旱）、霉爛攻擊你。這
都要追趕你，直到你滅亡。	

•  條件性的祝福或咒詛---全在以色人的選擇	



宣讀約的內容

•  29:1這是耶和華在摩押地吩咐摩西與以色列人
立約的話，是在他和他們於何烈山所立的約之
外。	
– 25人必回答說：『是因這地的人離棄了耶和華─他們

列祖的　神，領他們出埃及地的時候與他們所立的
約，

– 30:2你和你的子孫若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　神，
照著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聽從他的話；

– 3那時，耶和華─你的　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
的子民；耶和華─你的　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
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	

– 最後抉擇：15「看哪，我今日將生與福，死與禍，
陳明在你面前。



立繼承人
•  立繼承人：	
–  31:7摩西召了約書亞來，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對他說：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要和這百姓一同進入耶和
華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你也要使他們承受
那地為業。

–  8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
也不丟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  傳承神的話
–  11以色列眾人來到耶和華─你　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

那時，你要在以色列眾人面前將這律法念給他們聽。

–  12要招聚他們男、女、孩子，並城裡寄居的，使他們
聽，使他們學習，好敬畏耶和華─你們的　神，謹守、
遵行這律法的一切話

–  13也使他們未曾曉得這律法的兒女得以聽見，學習敬
畏耶和華─你們的　神，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得為業之地，
存活的日子，常常這樣行。

」



摩西之歌

•  神公義和以色列民的不忠（32:4~6)	
•  神揀選以色列民及如何愛以色列民（7~14)	
•  以色列的悖逆（15~18)	
•  神決意要逞罰以色列（19~25)	
•  神限制外邦人的欺壓，最後會拯救以色列

（26~43)		
•  46又說：「我今日所警教你們的，你們都要放

在心上；要吩咐你們的子孫謹守遵行這律法上
的話。

•  47因為這不是虛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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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的祝福

•  1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為以色列人所
祝的福：	

•  利未人	
– 10他們要將你的典章教訓雅各，將你的律法教

訓以色列。他們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牲的
燔祭獻在你的壇上。	

•  約瑟後裔祝福最多	
•  沒有西緬（悖逆的支派）	



摩西的安息

•  34:1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與耶利哥相
對的毘斯迦山頂。耶和華把基列全地直到但，2拿
弗他利全地，以法蓮、瑪拿西的地，猶大全地直到
西海，3南地和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瑣珥，
都指給他看。

•  4耶和華對他說：「這就是我向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起誓應許之地，說：『我必將這地賜給你的後
裔。』現在我使你眼睛看見了，你卻不得過到那裡
去。」

•  5於是，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  7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精

神沒有衰敗。	
•  10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

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