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約概論-摩西五經 第七堂-申命記
一、簡介
作者：摩西(第 34 章為後人添寫的跋)；時間：1450B.C.；地點：約但河東的摩押平原
目的：本書是摩西五經的最後一卷。七十士譯本給它起名為「第二律法」，意思是第二遍
申述律法。並不是新的律法，不過是三十九年前在西乃山上所賜的律法重新申述並
解釋一遍所以成為申命記。因為加低斯巴尼亞的失敗，除了約書亞和迦勒以外，所
有出埃及並在西乃山受律法的以色列人都已經倒斃在曠野裏了。現在所存的以色列
人是新的一代，因此就有向他們第二遍申述律法的必要。
申 1:5
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講律法(講論闡明律法)說、
在西乃山律法被賜下；但是在這裡律法被講論、解釋和詳細的說明。申命記不只重述那已
經賜下的律法，就是律法的字句，而且它還摸著了律法的靈（精意）。
鑰字與鑰節：‘聽從’ 、 ‘遵守’
申 5:29 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
永遠得福。
申 6:4
以色列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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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10:12 以色列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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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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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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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4:21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
他、並且要向他顯現。
(一) 重申律法為著進入應許之地
在申命記他們已在約但河東的摩押地，迦南美地是很清楚的可以看見。在民數記裡他們是
在曠野，眼前所見的都是曠野。可是在申命記裡，雖然他們還沒有進入那地，每一件事卻
都關係於那地。律法的賜下是為著他們能進入應許之地並且居留在其中。雖然他們還沒有
進入那地，但是聖靈向他們描述那地，好使他們的心被激動，以致熱切的想進入那裡。
申 1:6

耶和華我們的 神在何烈山曉諭我們說、你們在這山上住的日子彀了．7 要起
行轉到亞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這山地的各處、就是亞拉巴、山地、高原、南
地、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並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8 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
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起誓應許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
申 11:10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澆灌、
像澆灌菜園一樣。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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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2 是耶和華你 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 神的眼目時常看
顧那地。
申 11: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 神、盡心、盡性、事
奉他、14 他〔原文作我〕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
五穀、新酒、和油．15 也必使你喫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二) 申命記是勝過魔鬼、勝過試探的利器
太 4:3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
物。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神口
裏所出的一切話。』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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喫、使你知道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太 4:5

申 6:16
太 4:8

申 6:13

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叫他站在殿頂上、6 對他說、你若是 神的兒子、可以
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
腳碰在石頭上。』7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 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9
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10 耶穌說、撒但退去罷因為
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事奉他、指著他的名起誓。

太 22:35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36 夫子、律法上的誡命、那
一條是最大的呢。37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
申 6: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

二、大綱與內容
本書按照摩西八次的講話，可以分成八大段：往事的追敘、律法的溫習、警告、立約、最
後的勉勵、最後的訓言、摩西的歌、祝福。三十四章可算全書之跋，述及摩西的死。
(一) 往事的追敍（1:1-4:43）
第一次的講論所強調的是回顧與記憶。摩西幫助以色列人回憶從西乃山開始，然後經過了
曠野直到來到了摩押平原所經歷的免得他們忘記。他題醒他們，要記得你們是不忠心的百
姓，你們曾經一次再次的背叛神，你們沒有權利來到這裡。可是神的愛，神的信實把你們
帶到這個地步。他要以色列人記住這事，回想這事，好使他們降卑，預備好他們的心，以
期待的態度來接受神的話。
1. 加低斯巴尼亞的失敗（一）
2. 曠野的飄流（二～三）
3. 勸告百姓遵行耶和華的律例、典章（四 1～40）
4. 設立逃城（四 41～43）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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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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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律法的溫習（4:44-26:19）
這是摩西八次講話中最長的一次，使新起的一代以色列人溫習耶和華的律法，有的關於道
德方面，有的關於生活方面，有的關於事奉和敬拜方面。除了律法以外，還有警告、勸
戒、勉勵和應許。
申 5:1 摩西將以色列眾人召了來、對他們說、以色列人哪、我今日曉諭你們的律例、典
章、你們要聽、可以學習、謹守遵行。2 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與我們立約。
A. 基本誡命（5-13 章）
1. 復述十誡（五）
2. 警告和訓言（六）
3. 分別和得勝（七）
4. 警告和勸戒（八～十二）
5. 嚴拒假先知和匪類（十三）
申 11:18 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19
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B. 律法的重申（14-26 章）分：禮儀，道德，民事
1. 分別潔與不潔、可食與不可食的律例（十四）
2. 安息年（十五）
3. 逾越節、七七節、住棚節；設立審判官（十六）
4. 祭牲必須無疵；拜偶像者必須治死；順服權柄；選立君王（十七）
5. 利未人之分；可憎惡的事；彌賽亞的預言；處置假先知（十八）
6. 設立逃城，禁移界地，作證之例（十九）
7. 爭戰之例（二十）
8. 被殺者的追究；各種家庭的條例（二一）
9. 各種生活的條例；禁淫的條例（二二）
10. 禁入耶和華會的條例；各種生活的條例（二三）
11. 休妻的條例；各種生活的條例（二四）
12. 各種生活的條例；為死者立嗣的條例（二五）
13. 獻初熟果子的條例（二六）
申 25:4 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嘴。
(三) 警告（二十七至二十八章）
1. 在以巴路山上立石（二七 1～8）
2. 祝福與咒詛（二七 11～二八 68）
六個支派的人站在基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六個支派的人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詛。
(四) 立約（二十九至三十章）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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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約，解經家稱之為‘巴勒斯坦的約，’可說是以色列人進迦南地
的條件，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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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迦南地後以色列人絕不可拜偶像離棄神（二九）
2. 如果違反，神必降咒詛與災禍，甚至將他們從本地拔出，四散列國（二九）
3. 但他們若悔改，回轉聽從神的話，祂必憐恤，招聚他們歸回本地（三十 1～5）
4. 神要復興以色列國，使他們心得潔淨，傾向神（三十 6）
5. 審判逼迫、苦待以色列人的列國（三十 7）
6. 以色列國蒙福、繁榮（三十 9～10）
神與以色列人立了另外一個約。它是一個律法與憐憫的約。神要求以色列人順服，若是他
們順服了，他們可以進入那地，得著它，並且一直住在那裡。若他們不順服，若是他們破
壞了這律法和憐憫的約，神就要管教他們。然而，到了三十章時，神說：我的話離你不
遠，你不需要到天上去取下來，也不需要下到地底下去領上來。它就在你口中，就在你
它就在你口中，就在你
心裡。這是新約的一個預言。在律法和憐憫的約裡，神已經應許了他們那恩典的約。
申 30:14 這話卻離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裏、使你可以遵行。(羅 10:8 信主的道)
(五) 最後的勉勵（三十一章一至十三節）
1. 對百姓的勉勵（1～6）
2. 對約書亞的勉勵（7～8）
3. 對利未人及眾長老的勉勵（9～13）
(六) 最後的訓言（三十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九節）
摩西吩咐利未人將律法書置在約櫃旁邊，時常提醒。
(七) 摩西的歌（三十一章十四至二十三節，三十二章）
1. 神令摩西作歌，激勵並警戒以色列百姓（三一 14～23）
2. 摩西的歌是一首神聖莊嚴的詩歌，它包括：追說已往；預言將來；蒙福、得禍都是以色
列人自己選擇的（三二）
(八) 祝福（三十三章）
像雅各一樣，摩西在臨終時給各支派一一祝福。在他的祝福中，含有奇妙的預言。雅各為
他兒子們所祝的福，是當他看見了在末後的日子將要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但是摩西給他
們祝的福，是當他看見神那無上的恩典，神對於這十二支派的分配及安排，並且在那地他
們會遭遇的事情。他們在那裡代表神所揀選的子民，為神的偉大作見證人。
跋（三十四章）
三十四章可算是本書的跋，可能是摩西的承繼者約書亞所記關於摩西的死。摩西是死在神
面前的，是神親手把他埋葬的。有些解經的權威者相信他死後已復活，因為米迦勒曾和魔
鬼爭他的屍首（猶 9）；而且他早已和未嘗死味，被提升天的以利亞同列在榮耀中（路九
29～31 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兩個人、同耶穌說話．）。
申 3:24

主耶和華阿、你已將你的大力大能顯給僕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甚麼神能
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為呢。25 求你容我過去、看約但河那邊的美地、就
是那佳美的山地、和利巴嫩。26 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不應允我、
對我說、罷了、你不要向我再題這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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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河。
申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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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靈神學院 舊約概論-摩西五經 梁家聲教授 www.usacms.org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