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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最后的日子- 回忆以色列的历史并重述律法 

民数记的结尾，以色列的百姓已到达约旦河的岸边，准备过河征服迦南。 此时， 神

告诉摩西他将去世，约书亚要接替他。摩西没有因为这而终止他的工作， 而是坚持到生

命的终点。 这就是申命记所记载的， 是神在西奈山让摩西给百姓的律法. 

摩西五经的前四部书， 是一个连贯的故事， 而申命记是旧约的一个新的开始。申命

记不只是重复前面提到的一些律法， 更是一篇充满活力， 教人如何将律法应用于日常生

活的讲道，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岸对全体以色列人的讲话。申命记不是生硬的律法条例， 

而是有关法律的具体应用。 这本书的主题在申 6：18 中有解释：“耶和华眼中看为正， 

看为善的， 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 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

美地。我们也可以说“记住！不要忘了！” 

 申命记的重要性 

一点不夸张的说，申命记是圣经信仰的源泉。 当耶稣被撒旦试探时， 他三次引用了

申命记中的经文来回应撒旦， 如申 8：3“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

出的一切话”。申 6：13“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事奉他”。 申 6：16“你们不可试

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稣的话在路 4：1-13和太 4：1-11.新约中共引用了申命记多达

八十次。 

A。 圣经学者对申命记的评点 

Charles R. Erdman “说这篇短文是篇有力的讲道， 充满了人类历史， 无比的道

德律法， 和独特的有关真正宗教的表达”。 Earl S. Kalland 先发现申命记中的神是

一位“有个性的， 永恒的， 万能的， 掌权的， 有目的的，有爱的， 神圣的和公义

的。” 并且“他通过建议性的， 直接的， 令人兴奋的， 带有信息的和预言的启示

向人传递知识和显示他的意图”。 他也指出， 此书所表达的神与人的律法是西方文

明律法的基石。 

B。申命记的内容 

申命记中的内容是以摩西死前一系列的讲话表述的. 申 1：3记载， 这些讲话是从

出埃及四十年十一月初一开始的。从书 4：19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来年一月第十天过

的约旦河。此前他们为过河准备了三天， 再前他们为摩西的过世哀悼了三十天。所以

摩西过世的日子应该是在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二月初七之前， 所以摩西的讲话应该是在

此前三十七天之内的事。 因为摩西此时已经一百二十岁， 可见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

事。 

申命记一般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1。 序言(申 1：1-5) 

2。摩西第一次讲话(申 1：6~4：43) 

主要是回忆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到约旦河岸边的这段历史 

3。摩西第二次讲话(申 4：44~26：19) 

  主要是对神律法的重述 

4。摩西第三次讲话(申 27-30) 

  主要是让人们遵行与神之间立的约， 顺命的得祝福， 逆命的得咒诅 

5。“摩西之歌”(申 31-32)  

 在“摩西之歌”之前， 有一小段关于向约书亚交接领导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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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摩西之死(申 33-34) 

 在摩西死前， 他为以色列各族祝福 

 摩西第一次讲话(申 1：6~4：43)  

摩西首先回顧過去的歷史, 這包括了從西奈山到迦南地的邊界. 是這卷書的介紹. 所

傳遞的訊息就是逆命帶來的是失敗, 順命帶來成功與祝福. 這個模式就是前幾章中所說

的.  

1) 不順服帶來 38 年在曠野流浪的後果子(1:19~2:15) 

2) 順命帶來大敗西宏與噩 (2:16~3:20) 

3) 摩西個人的經歷也證實了神不變的訊息 (3:21~29) 

4) 根據以上的經歷, 摩西鼓勵大家要順命 (4:1~43) 

神頒布十誡的時候也用同樣的方式. 回顧過去神的作為: “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申 5:6; 出 20:2). 不同的是比較短.  

A。以色列历史的回顾(申 1：1-3)  

前三章是充满感情色彩的， 对以色列从西奈到眼下约旦河东岸三十八年历史的回

顾。我们对这些很熟悉， 但这里却不一样。 这些是从摩西自己的视角来看：他带领

百姓所付的重担；当他看到百姓到迦南边境上时对神的怀疑时他的愧疚；他自己想要

进入应许之地时对神痛苦的请求， 但神没有应允，摩西只能忧伤地接受了神的拒绝

(申 3：23，25)。这些教训让我们知道对神不顺服和怀疑只会导至失败， 而顺服和信

心会得到祝福。 

B。 告诫要遵守神的律法(申 4：1-43) 

那么百姓该如何回应神呢？ 非常明确， 信靠与顺服， 这是摩西在第四章中所敦

促的， 如 4：1，6，9，15，23，39-40。 

申 4：2是有关神的话语充分而必要的重要教导， 不可添加， 也不可删减。 这些

话全都要遵行， 也是他们全部所需的， 这个教导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我们。 

 第二次讲话：对律法总结和复述(申 4：44~26：19) 

A。 关于人与神的关系(申 5-11) 

圣经的律法先是讲人与神的关系， 再讲人与人的关系， 这就是十诫的结构和内容。 

1。十诫(申 5) 

关于十诫的内容以前已经讲过， 见出 19-20。十诫很重要， 因而在圣经中别

的书里经常被引用， 比如以色列的先知们在“诗篇”中引用它；耶稣在不同场合

引用它(太 5：21，27，37；路 18：20)； 新约中很多书信的背后也是十诫的道德

原理。(罗 2：21-22；加 5：19-21；弗 4：28；5：3；来 4：9；雅 2：11) 

2。 对十诫的解释(申 6) 

我们都知道当撒旦引诱耶稣时，耶稣引用了这章中的两句话来回答(太 4， 路

4)。 另外当法利赛人问耶稣“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太 22：35)。 

耶稣引用了第五节中的话来回答：“你要尽心， 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太

22：37-38；可 12：29-30；路 10：27)； 并加上第二条“要爱人如己”(利 1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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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章中有两个地方要引起重视： 

(1) 爱神 

前面说的都是要信靠和顺服神， 这里提到“要尽心， 尽性，尽意， 爱主

你的神”。 但是爱神并非自然能产生的， 相反， 我们常常无视甚至恨神， 

因为他的权柄， 智慧， 全能， 荣耀， 爱和永不改变。 要爱神， 我们需要

重生。 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尽心尽性尽力地爱神， 先知耶利米提到神要“与以

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 写在他们

的心上。”(耶 31:31-34) 

(2) 教导孩子 

另一个新的内容是要父母教导自己的孩子全心全意地爱神(申6:6-9)。 “也

要殷勤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

论。“ 

3。 赶走迦南地的国家(申 7) 

第 7章提到人们要彻底除掉迦南人， 因为他们拜偶像， 也因为以色列人是被

拣选的， 圣洁的， 与众不同的(申 7:4-6)。 申 7:7-8是有关神对以色列人的爱。 

为什么选择以色列人？ 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围的人更强大或人数更多， 而正好相反， 

也因为神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 同样， 为什么神拯救我们呢？ 不是因为我们更

聪明， 或是比别人更好， 而是因为神爱我们。 神爱世人本身就是原因， 没有别

的解释。 

4。 记住历史(申 8:1-10：11) 

下面两章半是关于记住历史， 这样过去的罪就不会重犯。 这些章节预见了两

种可能发生的事：1) 人们在繁荣与成功以后就会忘记神， 以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

的成就(申 8:10-18)。 2) 他们也可能认为神让他们成功和繁荣是因为他们的义， 

而不是仅仅因为神对他们的喜乐和信心(申 9:4-6)。 这里教训以色列人， 他们并

没有义。 他们需要神的义， 如果他们忘了这一点的话， 他们可以想一想拜金牛

犊的事(申 9:7-10:11)。 

5。 恒爱顺服神(申 10:12-11：32) 

这部分基本上是前面人与神关系的重述：爱神(申 11:1)， 想念神的工(第 2节)， 

留意他的诫命(第 8节)， 并且要谨慎， 不要侍奉别的神(第 16节)。 

开始部分(申 10:12-13)与几百年后先知弥迦的话相呼应，“世人哪， 耶和华

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 有谦卑的

心， 与你的神同行。” (弥 6：8) 

结尾部分(申 11:26-32)是后面章节关于祝福与咒诅的序言(申 27-30) 

B。 神关于人与人以及人与土地关系的律法(申 12-26) 

1。 敬拜真神与别的神(申 12-13) 

12 章讲述以色列人敬拜神的地方， 以及拜假神的危险。 13章讲述了关于辨别

与拒绝假先知。 这在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当把神的话语放在首位， 

而不是所谓的神迹和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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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申的事情(申 14：1(-)，16：17) 

许多内容在前面都已经提过， 比如洁净的食物与不洁净的食物(申14：1-21)； 

十一奉献(申 14：22-29)； 免除债务(申 15：1-11)等等。 

3。关系与律法事宜(申 16：18-19：21) 

不久以色列人将定居于新的地方， 摩西将要离开人世， 要有新的律法执行的

管理者， 以判定罪(申 16：18-20；16：21-17：13)； 立君王(申 17：14-20)； 

大祭司(申 18：1-8)； 和先知(申 18：14-22)。 

a. 立君王 

有些学者怀疑，摩西是否会自己记下关于君王的事， 因为以色列出现君王

还是几百年事。 但没有理由不可能， 因为神与摩西同在。 在此， 他提出了

三个可以使 

统治崩溃的原因： 大量马匹， 嫔妃和财富(申 17：16-17)， 能使君王唯一

不偏离的途径是每天咏读神的律法(申 17：18-20)。 

b. 像摩西一样的先知 

另一个重要部分是， 预言在摩西之后会有一个类似的先知(申18：14-23)。 

文中暗示以色列将兴起一系列先知， 因为这里提到如何识别假先知。 然而以

色列人认为这是指弥赛亚，后来才会有人问施洗约翰他是不是“那位先知” 

(约 1：21)。 他说自己不是， 他只是为那位真正的做准备， 那就是耶稣基督。 

c. 见证条例 

律法的基本原则是“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这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得到

了应证(太 26：59-60) 

d. 赴战条例(申 20) 

这里讲的是对参战的准备。 通常赴战准备讲的是组织军队， 建立通讯等等， 

而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哪些人可以不用参战， 如刚建房的，刚建葡萄园的， 刚

完婚的， 胆怯的等等。 这些条款会大大减少军队人数， 但这对于以色列没有

问题， 因为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不需那些没有参战激情的人。 

5。其余一些事项(申 21：1-26：15) 

这最后六章讲的是其他一些各式各样的事项。 

有一个信息对我们很重要， 那就是申 24：1-4， 旧约关于离婚的规定。 这是

法利赛人对耶稣在马太 19：3 中 问题的背景。“人无论什么缘故， 都可以休妻

吗？” 因为对申 24：1中“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看来

当约瑟知道玛丽亚已经怀孕时， 他想起了这些经文， 所以想“暗暗地把她休

了” 。 因为圣经里说通奸是死罪， 而不是离婚。 但这里讲的主要不是离婚的前

提和基础， 而是说丈夫不可以再娶被自己休过的女子为妻。 因为这是“耶和华所

憎恶的” (第四节)。 这是一种个例法规。 如 1)后夫若恨恶她； 2)写休书交到

她手中； 3)打发她离开夫家； 4)或是娶她的后夫死了， 只有在这些情况下，前

夫不可以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 

这章告诉我们离婚在摩西时代就存在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回答法利赛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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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 所以许你们休妻” (太 19：8)。 耶稣也教导了正确

的方式“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 所以神配合的， 人不可以分开” (太

19：6)。 

其实圣经里关于婚姻的标准一直没有变：1)婚前贞节， 2)婚后忠诚。 我们如

果降低这个标准的话， 将一无所获。 

6。 总结(申 26：16-19) 

26 章最后是对摩西第二次讲话的总结， 是神与人之间的约定。 人们遵守神的

律法和约定与否， 将导至是被祝福， 还是被咒诅。 

四． 应用 

申命记中对律法的重述提醒我们要持之以恒地读神的话语， 并遵守神的要求。 因为

我们很容易忘记，申命记也提到说，教导圣经的老师们要不停地， 反复地教导圣经的真

理，教人们反悔认罪， 信靠耶稣， 遵守神的律法， 就像摩西反复教导百姓一样。  

最后应当指出， 尽管神的律法很重要， 我们不应忘记我们顺服神， 不仅仅是为守律

法， 而是爱神， 因为他的律法是为我们的益处， 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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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第三課,討論日期 10/16 

第一天: 分享你從課堂上與講義中所領受的. 

 

 

第二天  读申命记二十七章 

1 摩西吩咐百姓把律法的一切话写在大石头上，并把这石头立在巴路山的上面，这样吩咐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有什么与这大石头相似的？ 

 

 

2 a什么仪式是以色列人知道不顺服神的危险？ 

 

 

 

b你认为如此的警告方式在今天的教会中是否有帮助?为什么？ 

 

 

 

第三天 读申命记二十八章 

3 a用现在的口语，列出 3-13节中，遵行诫命所得的祝福。 

 

 

 

  b当你全心遵行神的话时，你认为神会为你，你的家，为你的国成就那一条应许? 

 

 

4 a申命记 28;15-68提到违背诫命的后果，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没有遵行神的诫命，很多的

后果都实现在他们的身上，在以色列历史中，你是否记得在什么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

事？ 

 

 

 

   b请分享当今以色列国家的光景？ 

 

 

 

  c 如果人人遵守神的诫命，有什么疾病可以避免？ 

 

 

5 什么警告是我们对自己及我们所负责的人所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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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读申命记二十九章 

6神重申以色列人当初在何烈山锁定的约，神要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确实知道什么？ 

 

 

 

7 在 14-28 节中，摩西特别警告尚未出生的以色列人，叫他们不可犯的大罪是什么？ 

 

 

 

8根据 19-28 节，在神的眼中，拜偶像的罪有多么严重？ 

 

 

 

9 比较 29节与罗马书 11:33，虽然有许多事尚未对我们显明，但是在过去这段日子，我们

在读摩西生平时，你学到什么功课可以让你传授给下一代？ 

 

 

 

第五天及第六天   读申命记三十章 

10 a 如果以色列人因离弃神而被分散到列邦中，根据 1-10节，什么是神使以色列人复兴

的条件？ 

 

  b从这样的要求上，使你得到什么样的安慰？ 

 

 

11 a 摩西给以色列人选择顺服而蒙神的祝福而“生”或背逆而“死亡”，选择生的意思是

要“爱神”并且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如何去向别人解释这两句话呢？ 

 

   b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c你的选择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影响呢？ 

 

 

12 这个星期的章节中，充满了神的应许，哪一个应许在属灵的意义上可以应用到你的身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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