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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之歌”之二 – 申命记 31：30-32：47 

申命记 30 章最后，以摩西三次对以色列人的讲话来结束，整本书也接近尾声。摩西将要

退位，约书亚将要继位，但还有一些事情未了结。申命记 31 章包括三方面的教导：

对以色列人， 对约书亚和对大祭司们。教导之后， 摩西作了一首歌给百姓， 最后

摩西去逝。 

I。 对约书亚和百姓的最后教导(申命记 31：1-29) 

A。 确证神的同在 

摩西提醒大家他自己年事已高，不能像以前一样领导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

之地。 但神会带领他们走下去，后来摩西也对约书亚说了同样的话：“耶和华必在你

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 (申 31：8)。神也用类似的话教导约书亚：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 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申 31：23)。 

如果不读前面的一些章节，这些重复的话看起来不太好理解。在出埃及记中，神对

摩西说他不会与摩西同去(应许之地)，因为神知道以色列人还会背叛他，他因为对以

色列人的怒火，将毁灭以色列人，所以神说他会让一个天使与摩西同去。摩西认为没

有神，他不可能领导以色列人，“你若不亲自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出 33：15)。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神不与他同去，他宁愿在旷野里呆着。神听到

摩西的请求，就对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

你的名认识你。” (出 33：17)。摩西临终前再次重申神会与以色列人同在。 

还有比这更大的祝福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摩西这样想：如果没有确信神与我

们同在，我们就不会做任何举动，这也是很多人计划事情失败的原因，因为没有得到

神的祝福。 

B。 当刚强壮胆 

申命记 31 章不断重申的就是以色列人，特别是约书亚要刚强，不惧怕前面的危险。

神与他们同去， 他们不应当有任何的惧怕， 这也是申命记和约书亚记的主题之一。 

首先，摩西教导以色列人：“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

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申 31：6) 

其次， 摩西教导约书亚同样的话：“你要刚强壮胆。。。也不要惊惶。”(申31：

7-8) 然后，神也教导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应许他

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 (申 31：23) 

后面，约书亚记中， 神又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如此， 你的道路

就可亨通， 凡事顺利。。。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书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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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百姓也用同样的话激励约书亚：“你只要刚强壮胆。”(书 1：18)。约书亚

反过来也对百姓说同样的话：“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应当刚强壮胆。”(书10：

25) 

为什么总要强调刚强壮胆？显然我们很容易惧怕，因为我们看不见神，看见的只是

我们的敌人，被所见所闻所支配，而不是由信心支配。显然我们会颤抖，保罗也会害

怕，他曾让人为他祷告：“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

秘。”(弗 6：19)。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最重要的是要不断的读经和祷告，这样可

以让我们看到神，也可以让他引导我们。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争战与摩西时代的不同， 

但心里惧怕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要互相鼓励兄弟姐妹， 应当刚强壮胆。 

C。 记录下来神的启示 

这一章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于记录下来的神的启示--圣经。首先，摩西多次

提到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 (申 31：9，24，19，22)。大家公认圣经前五章(摩

西五经)的作者是摩西。奇怪的是， 在这以前， 摩西几乎没有说过要把神的话记录下

来。  

其次， 摩西强调大祭司要保护律法， 并且至少每七年的住棚节上要向百姓宣读， 

这样百姓“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 (申 31：12). 特

别强调要让孩子们听到 (申 31：13)。 

第三，摩西让大祭司把律法书放在会幕里的约柜旁，和约柜中刻有十诫的石板很近。

律法书的重要性还在下一本书约书亚记中体现，“。。。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

你的一切律法。。。这律法书不会离开你们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书 1：7-

8). 

II。 摩西之歌(申命记 31：30-32：43) 

第三十一章中讲到摩西写了一首歌给百姓，让他们传唱，以见证他们追随迦南人

的神而离开以色列神的错误(19-21 节)。 摩西的这首歌与前面出埃及记 15 章中的歌

相呼应。 Charles Erdman 写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旅程以一首歌开始，又以一

首歌结束。第一首是在红海边唱的，是庆祝成功脱离埃及的奴役” (出 15：1-18)； 

第二首是在约旦河边唱的， 这是给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前的警告 (申 32：1- 43)。 神

的子民总是爱唱歌的一群人， 基督徒总是用圣歌来表达自己的喜乐和赞美，“摩西

之歌”是对以色列人的警告，告诫他们不要离弃他们的神， 以免灾难发生， 就像圣

歌在教会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A。 提醒人们聆听(申 32：1-2) 

这首歌以提醒天和地来聆听作者对神的赞美，这是诗歌式的开头。如果天和地都在

聆听，我们的神也会垂听。摩西用了“淋漓如雨”，“滴落如雾”等词语来形容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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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这些词也是神常用的词，神的话从不落空。“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 却成就我所喜悦的。。。” (以赛亚书 55：

10-11) 

B。 开始赞美神(申 32：3-4) 

摩西开始赞美神是“盘石”，这也是这首歌开始的主调(4，15，18，30，31，37

节)。神是盘石也是圣经的主题，特别是在诗篇中，如 18：2，19：14，40：2，61：2，

92：15。耶稣也用了这样的比喻,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C。 对行恶之人的斥责(申 32：5-6) 

摩西对他的百姓很是了解， 他反问那些行恶的人：“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D。 神对以色列人的恩赐(申 32：7-14) 

摩西在这里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向以色列人数算神的恩典，让他们回忆起神以前是如

何带领和祝福他们的。 

E。 以色列人轻看他们的神(申 32：15-18) 

摩西之歌在描述他们恩慈的神和以色列人的背叛之间来回反复，这里提到以色列人

拒绝和轻看耶和华，而去敬拜别的神，祭祠鬼魔。摩西警告百姓，这些外族的拜鬼神

都是新起的，唯有耶和华才是永恒的， 是他们的盘石。 

 

F。 耶和华厌恶以色列百姓(申 32：19-27) 

百姓轻看神，所以神厌恶他们，这是下面三节的主要内容，尤其在 21 节中。如果

不是百姓无视耶和华真神的存在， 神也不会厌恶他们，这就是为什么神后来兴起亚述

人和巴比伦人来推翻、打散和奴役以色列人。 这里很多灾难都是摩西第三次讲话中提

到的咒诅(申 28：15-68)。 

G。 神对以色列人的评论(申 32：28-33) 

以色列人轻看曾经给他们诸多祝福的耶和华神，这是不可思议的，以色列人缺乏起

码的识别能力。如果他们有识别能力，他们就会知道神是他们所有祝福的泉源，神也

会因为他们拜别的神而审判他们。罪总是蒙蔽我们属灵的判断，更坏的是，它还会让

我们道德败坏，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所提到的人们所行的坏事。 

H。 神将来对以色列的审判(申 32：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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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摩西想到的是以色列的将来，有来自神的审判等着那些行恶的人，他们遭灾

的日子近了。当这事临近时，没有人能帮他们，到时候他们会问：他们的神(外邦人

的)，他们所投靠的盘石在哪里呢？ 

I。 真神的大能和最终的胜利(申 32：39-43) 

第 32 章最后列出了神的大能以及他最终将战胜所有的敌人，他是唯一的真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32：39) 他让人活， 让人死， 并审判那些邪恶的。 

III。 临终的一些话(申 32：44-52) 

摩西把来自神的歌给了百姓，最后吩咐以色列人：“我今日所教导你们的，你们

都要放在心上， 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尊行这律法上的话。” (申 32：46)。值得

注意的是，摩西临终的话所带出的启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

生命”。我们通常不会这么想，因为我们常常只注重属世的事。耶稣回答撒旦时“经

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太 4：4， 引

自申 8：3) 

IV。 应用 

摩西之歌大多描述神的特性以及以色列的背叛，当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时，

以下四点是显而易见的。 

A。 神掌管世界的主权 

神不但创造了万有，也主宰着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事能超出神的主权，你是不是也

真的这么认为呢？ 如果是， 你就会不再为生命中细枝末节的事而担心， 而是完全的

信靠他。  

马太福音 6：30“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太 6：34）。“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B。 神的信实与属神人的忠诚 

神不但掌管万有，也守着与他的民所立的约，并要求他们对他忠诚。如果你是基督

徒，他要你忠诚， 顺服和公义，你对他忠诚吗？完全的信靠他吗？还是被别的假神常

常吸引？比如成功， 名誉，享乐和富裕？这些事情不是永恒的，却会使我们跌倒，神

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而且充足的盘石。 

C。 神的慈爱， 恩典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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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人们轻视他们的神，神还是用奇异的恩典使他们远离罪恶。尽管神会审判人们

的罪，神也为他们提供了救赎之路，不是我们的力量和信心，或是我们的公义，乃是

神的恩典救了我们。 

D。 神的话创造生命并维持生命 

最后这些章节强调神的话语的(所记在圣经中的)重要性，它创造了生命，并维持着

生命，物质的和属灵的。摩西说：“这些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

命”，你是否真的相信神的话语是生命攸关的事呢？如果是，你就会记住神的话语，

而不是忽视，你就会严守神的话语， 并且顺服它，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

想， 这人便为有福了。”(诗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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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第五課,討論日期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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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52 

1 从这些经文与民数记 27:12-14，摩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要做什么事？ 

 

 

2 复习为什么摩西只能观看（却不能进入）以色列人将要得到的应许之地？ 

 

 

3 a我们的想法与做法常常与神的做法不同，你觉得摩西的一生如何结束比较合理？ 

 

 

  b你的想法有哪一部分须要调整才会与神的想法一致？ 

 

 

第三天  读申命记 33:1-5 

4 在第一节中，摩西被称为“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现今有谁你会称他（她）为

“合神心意的人？” 

 

 

 

5 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讲的最后一段话是在祝福他们，但在祝福以前，摩西先赞美以色列人

的神，摩西如何描述神的呢？ 

 

 

6 当你在家中祷告时，你用什么话来赞美神才能使你所负担的人蒙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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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读申命记 33:6-25 

7 a比较创世纪 29:31 到 30:24与申命记 33:6-25所提的的以色列的支派，有什么不同？ 

 

 

 

 b 简短的描述每一个支派受到祝福？ 

 

 

 

  c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及家人会选择哪一个祝福呢？ 

 

 

第五天   读申命记 33:26-29 

8 “耶书仑”可能是“公义的以色列”的意思。过去一年中，我们读到以色列是一个背逆

的国家，怎么从 26-29节中，可以看出以色列可以被称为公义呢？ 

 

 

9 a因为你与神的关系而使你成为神的子民，你如何用 26-29节来鼓励自己？ 

 

 

  b为了目前处境的要求，哪一节经文时要记住的 ？ 

 

 

第五天 读申命记 34:1-12 

10 神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借着以下经文来说明他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的应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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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 12:7 

创世纪 13:14-17 

创世纪 15:18 

创世纪 17:8 

创世纪 26:3 

创世纪 28:4 

11 比较出埃及记 33:1；申命记 1:8，34:4。，我们增加了多少对神的认识？ 

 

 

12  你认为摩西这个时候的想法和情绪如何？ 

 

 

 

13  为了摩西的缘故，神为约书亚做了什么？ 

 

 

14 a借着 10-12节，以及你所能记住有关摩西的事，解释摩西成为一个伟大领袖的原因？ 

 

 

b读摩西生平以后，在神呼召你服侍的岗位上，如何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属灵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