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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應許地，越發鄭重神的心意 

歸納總意 

申命記是摩西在約旦河東邊摩押平原（約旦河流入死海的地方），以色列人準備進

入應許之地的時候，一篇很長的講道。他重申神的誡命和律法，但不像摩西五經其

他的地方一樣的平鋪直敘，而是充滿了誠摯的愛心與迫切感；我們查考『申命記』

的時候，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他從追述曠野的經歷開始，反思過去成功與失敗的經歷（第一到第三章）到了第四

章，開始耳提面命的提醒以色列民要遵行耶和華神的律例、典章、和誡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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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因為神對他的選民有獨特的恩典，是其他列國所沒有的，為要叫他們知道耶和華是

獨一的真神，也要他們記在心上。（4：35－39） 

 

分段主題 

4：1－8     要遵行神的例律、典章；不可加添，也不可刪減。這就是你們在萬

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也是別的國家民族所沒有的，是耶和華神給你們特別的恩

典。 

 

4：9－20   要殷勤保守你們的心靈，學習敬畏耶和華，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行。

當日耶和華在何烈山，從火焰中對你們說話，你們只聽見聲音，卻沒有看見形

像 ；所以不可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也不可敬拜事奉天上的萬象。 

 

4：21－24       耶和華又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起誓必不容我過約但河，也

不容我進入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那美地。 我只得死在這地，不能過約但河；

但你們必過去得那美地。 你們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神與你們所立的約，

為自己雕刻偶像，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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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8     摩西特別提醒百姓，在迦南地住久了 「生子生孫，就雕刻偶像，

敗壞自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 那時神必將你們速速滅盡

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裡，你們剩下的人數稀

少。」 

4：29－31但你們在那裡必尋求耶和華你的神。你盡心盡性尋求他的時候，就必

尋見。 歸回耶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 耶和華你神原是有憐憫的神；他總不

撇下你，不滅絕你，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你列祖所立的約。 

 

4：32－40摩西的結語：自神造人以來，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說話的聲音，還

能存活呢？神何曾從別的國中，以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將一國的人民領

出來呢？這是要使你知道，惟有耶和華他是神，除他以外，再無別神。 所以，今

日你要知道，也要記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華他是神，除他以外，再無別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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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與討論 

信息一     摩西呼天喚地的要以色列民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典章、例律，因為耶

和華是獨一的神，除祂以外並無別神。所以神的律法、典章、例律就是他們的『生

命之道。』 

 

討論問題： 

1. 從今天的經文中，你從那些地方，可以體會到摩西心裡的愛和迫切？他自己

不能到應許之地，仍然不住的勸勉以色列民，表明了摩西的什麼特性？ 

 

2. 今天我們的『生命之道』是什麼？從那裡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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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二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後，如果被引誘，去雕刻偶像，敗

壞自己，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他們必要亡國，被擄到外邦。即便如此，如果

他們回轉尋求神，仍必尋見，因為耶和華原是有憐憫的神；他總不撇下，不滅絕他

的選民，也不忘記他起誓與他們列祖所立的約。 

 

討論問題： 

1. 你覺得以色列這個國家，到今天仍然存在是個神蹟嗎？為什麼？從此事你看

到神的什麼屬性？ 

 

2. 主耶穌說：「差我來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賜給我的，叫我一個也不失落，在

末日卻叫他復活。」  （約 6：39）這個應許帶給你什麼安慰？ 

 

信息三   能夠做神的選民是極大的福分，但以色列只是神恩典的管道。這福分終

極的，要藉著基督耶穌臨到萬民。 

討論問題： 

1. 今天誰是神的選民？為什麼？你曾為這樣的福分感恩嗎？請分享您個人的經

歷。 

 

2. 既然我們是「屬靈的以色列人」，請分享您對今天經文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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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阿，你要聽！ 

歸納總意 

在這一段經文中，摩西三次提到：「以色列阿，你要聽。」（5：1，6：3，6：4）

要聽清楚神的神的誡命、律法，要聽清楚摩西的教訓與吩咐。摩西深知以色列民的

善忘與頑梗，故而不厭其煩的再三叮嚀，重複解釋。神的話是「生命」（約翰福音

6：63），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們豈可不仔細的聽呢？ 

 

摩西告訴以色列民：「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這也成了今日我

們最大的誡命（馬太福音 22：37－40）。他也提醒以色列民不可忘記神的恩典，

去隨從別神；並要將神的律法、律例、典章傳給下一代，勉勵他們謹守遵行。身為

神國的子民，這也是我們今日的責任。 

 

分段主題 

5：1－21     摩西複述神在何烈山（西乃山）與百姓立約的經歷，也重述了神給

以色列民的十條誡命。 

 

5：22－33   那時百姓非常的懼怕，他們的首領和長老都來就近摩西說：我們何

必冒死呢？求你傳神的話給我們，我們就聽從遵行。神認同百姓的話，就對摩西

說：他們所說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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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長久。 

 

6：1－3  摩西的教訓：以色列啊，你要聽，要謹守遵行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

命、律例、典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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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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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摩西的教訓：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

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  也

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 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

上。 

 

6：10－15   摩西的教訓：迦南地那裡有城邑、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有鑿成

的水井、還有葡萄園、橄欖園，使你吃了飽足。這些都不是你勞苦工作的結果。

所以那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去隨

從別神。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你神是忌邪的神，惟恐耶和華你神的怒氣向你

發作，就把你從地上除滅。 

 

6：16－25   摩西的教訓：日後，你們的兒子問你說：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

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麼意思呢？你們就要把耶和華救贖你們的歷史告訴他

們。並且教導他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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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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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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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與討論 （摩西的教訓） 

信息一   要聽：「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你要盡

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

上…」 

討論問題： 

1. 主耶穌告訴我們最大的誡命是什麼？為什麼摩西當日給以色列人的誡命，

成了我們最大的誡命？ 

2. 主耶穌也常提醒我們要留心聽（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活在現今的世界

（有很多雜音），我們怎樣才能聽到主的聲音？ 

 

信息二    要記住：你的神對你們有極大的恩典，但祂也是個忌邪的神，所

以要謹慎，免得你們忘記領你們出埃及的神，去隨從別神。祂就將你們

從地上除滅。 

討論問題： 

1. 新約聖經裡面有沒有那些地方提醒我們不要忘了神的恩典？你自己是怎麼

去行的？ 

2. 希伯來書 2：3「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這句話，給了

你什麼樣的警惕？ 

 

信息三    要傳給下一代：要將神的法度、律例、典章傳給下一代，並向他們

解釋這些律例、典章的來源，並神拯救以色列的歷史。勉勵他們謹守遵行

神的誡命，因為這就是以色列人的義。 

討論問題： 

1. 今日如果你的孩子問你：「為什麼我們每個主日都要到教會去呢？」你會

怎麼回答？請分享你與孩子之間在屬靈上的互動。 

2. 摩西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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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的『義』從何而來？ 



 申命記第三課（申 7-8章） 7/10/2015 

 

牢記選民的身份，謹慎美地的生活 

 

歸納總意  — 

繼續摩西的勸勉講論，第 7章從『以色列民與迦南地之民的對比』指出：1）你們是耶和華所

揀選聖潔的民，進入迦南地將面對強大但敗壞的七國之民，不要與他們立約、結親，以致轉

離神，效法他們的淫行；要徹底棄絕偶像。2）也不要懼怕他們，因你見過耶和華你的神大而

可畏，行過奇妙的事；要除滅仇敵，也要焚燒一切當滅之物。 

第 8章從『迦南地生活對比曠野的日子』指出：3）神用曠野四十年的時間引導、試驗、管教

你們；眼下即將使你們進入美地，按祂的應許賜福給你們。你們已經認識神，要敬畏祂，遵

行祂的誡命律例典章，就必蒙福。4）若在迦南美地富足的生活中忘記神的話，驕傲起來誇耀

自己，以致隨從別神，必要導致滅亡。 

 

分段大意 — 

7：1 – 6 神要將迦南七國之民交給以色列人擊殺，吩咐他們要保持屬神的潔淨，棄絕偶像 

7：7 – 15 聖民當知道自己從萬民中被揀選，是因耶和華的慈愛與信實。耶和華信實公義，

要向愛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百姓在迦南地必得各樣賜福 

7：16 – 26 不要懼怕這些國的民，因你見過耶和華所行的事，『耶和華你神』(×9)也要為你

將他們漸漸趕出直到滅絕；他們一切偶像之物，你當憎惡棄絕 

8：1 – 6 記念四十年曠野生活中神的引導與管教 

8：7 – 20 在迦南美地安舒生活中要稱頌神，記念神的恩典；若忘記神的誡命，驕傲自誇，

隨從別神，必致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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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與討論分享— 

《信息一》當看重選民的身份，遵行神的誡命，信靠守約大能的神，就能趕出一切仇敵，進

迦南享受慈愛神的賜福。 

 

1. 迦南地七國之民的生活方式如何？神為何禁止以色列民不可與他們立約、結親？導致神說

不可憐恤他們，要將他們滅絕淨盡的原因是什麼？ 

 

2. 經文中摩西兩次提醒百姓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這是向以色列人傳達什麼？這裡列出

哪些具體的賜福？今日你我如何體會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 

 

3. 以色列百姓如何看待迦南七國之民？他們的懼怕是正常的嗎？經文中摩西如何幫助他們克

服懼怕？今日基督徒也面對世界上怎樣的仇敵使我們懼怕？我們如何勝過？ 

 

 

《信息二》 曠野生活的難處是缺乏，信不過神；迦南美地的危機是安逸驕傲，忘記神；蒙福

不敗的生活之道就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 

 

4. 神用曠野中的生活事件教導百姓從內心感知與神的關係，在經文 8：2-5，14-16中，他們

應已學會了什麼？如果他們相信神的話，就不會有曠野的漂流。主耶穌曾引用申 8：3『人活

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請分享你如何體會或經歷過這教導的

真實？ 

 

5. 摩西為何擔心以色列百姓進入美地後，會忘記神、丟棄誡命、抬高自我？你看出他們有哪

些可能的危機？生活富裕時，我們當如何避免忘記這位信實施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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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惹神忿怒的大罪與摩西晝夜俯伏代求 

 

歸納總意  — 

摩西要以色列百姓知道：神要前去趕出迦南各族，將美地賜給他們，是因迦南人的惡，不

是因以色列人的『義』；且因神是守約的神。摩西進而指證百姓曾經多行悖逆，常常惹神

發怒，本是不義的民；尤其鑄造膜拜金牛犢事件，極其惹神忿怒。若不是摩西四十晝夜俯

伏代求（中保的啟示），並且教導百姓徹底毀滅可憎之物的行動，神也能在怒氣中除滅他

們。神的應許與立約都沒有廢去，神吩咐摩西重鑿兩塊約版，又製作一木櫃存放約版（稱

為『約櫃』）。摩西也提醒百姓，神已設立祭司利未人常在他們中間，為要事奉神，祝福

百姓，幫助百姓能在迦南地遵行神的誡命律例，過蒙福的生活。 

 

分段大意 — 

9：1–7 即將過約旦河去得地得城，百姓不要自義，反要警惕悖逆不義的本性 

9：9–21 摩西重提當年上山領受約版時，百姓快快偏離神的道，鑄造金牛犢，惹神

發怒的事，摩西作了代禱的中保，並教導徹底棄絕偶像 

9：22–10：5 列舉以色列民還有許多惹神發怒的事。摩西代求的功效使神的怒氣轉消，

神吩咐摩西重新領受約版，並作約櫃 

10：6–11 神（已設立祭司利未人的職分）吩咐摩西起來引導百姓向應許之地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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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與討論分享— 

《信息一》舊約百姓的悖逆史實充分顯出人的不義，也讓我們看見神的烈怒和慈愛；我們

應當認識耶和華怒氣的權勢，敬畏神！ 

『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袮震怒之下，我們度過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誰曉得袮怒氣的權

勢，誰按著袮該受的敬畏曉得袮的忿怒呢？』（詩 90：9、11）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

34：6） 

 

1. 當百姓想到要進入迦南地時，他們可能是什麼心態？摩西的提醒是什麼？ 

 

2. 第 9 章提到百姓常惹耶和華發怒有哪些事件？本章摩西也 9 次提到耶和華發怒的字句，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百姓作了什麼使神發怒？這些悖逆冒犯神的哪些屬性？這裡看見最惹

神發怒的大罪是什麼？若神不寬容，祂發盡怒氣的景況會如何？（參出 32：9-10，28；

詩 90） 

 

3. 今日我們在生活中，也還會看見自己是個抱怨的、硬著頸項、不理會神話語的人，我

們也是如此『不義』當受懲罰，但靠著什麼，我得以免去神的怒氣？得免神憤怒後，我的

生活當有何改變？ 

 

《信息二》百姓得以脫離神的忿怒，得神憐恤，既因摩西四十晝夜俯伏代求的功效，也因

他徹底毀滅可憎之物的行動，教導百姓要徹底離棄偶像。 

 

4. 以色列人的不義和神的怒氣之間必需有中保摩西來『縫合』，從摩西為金牛犢事件的

代求看出這罪的嚴重程度如何？（參出 32：30-34：9）摩西四十晝夜俯伏代禱之外，還

有什麼具體行動細節？表明什麼？（參申 7：5，25-26）終究耶和華是『有豐盛的慈愛和

誠實』，這給了我們什麼激勵？ 

 

5. 這世界充滿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偶像。生活中我們可能把哪些人事物當作了偶像？偶像

把我們的心帶離開神，今日你有這樣的困擾使生活受影響嗎？可提出請弟兄姐妹代禱、或

交通具體的行動。   



 申命記第五課（申 10：12 -11：32） 7/31/2015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 

敬畏神，愛祂，遵行祂的道，使你得福 

 

歸納總意  — 

摩西向百姓提出一個大哉問：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他也提供了答案和解

釋。摩西從揀選和培植講述神的偉大與憐憫，又提醒百姓從自身經歷來認識與神的關係及

神的恩典和心意。這位配得敬畏、聖潔偉大的神，祂的聖約與善道豈不是為了賜福給屬祂

的百姓嗎？百姓只要敬畏祂，守祂的誡命，進入迦南流奶與蜜之地的生活將是恩典無盡；

若偏離正路，不愛祂而事奉別神，必致滅亡。因此，要將神的話牢記在心，銘記生活中。 

總要記念神是偉大守約賜福的神，祂要按著應許賜福給祂的民。得賜福的途徑就是遵行祂

的道，這正是敬畏祂、愛祂、盡心盡性事奉祂所行的，也必在正道上蒙福，反之卻要受咒

詛。摩西又吩咐他們，一旦進入迦南地，就要把關乎祝福與咒詛的話清楚陳明在指定的山

上，教導百姓持守聖約，好叫以色列人『得福』。 

 

分段大意 — 

10：12–13 神向以色列人所要的是敬畏祂、愛祂、守祂的誡命，要叫如此事奉祂的百姓

得福 

10：14–22 認識神揀選的以色列民，當敬畏神的偉大和憐憫 

11：1–7 經歷過神管教（包括：過紅海的神蹟、曠野的恩典、地開口吞滅大坍亞比蘭

事件）的第二代百姓，當愛慕神的能力與法則 

11：8–17 遵守神一切誡命的，就要膽壯勝敵，在美地能得神的眼目時常看顧，得以久

居豐饒；若偏離正路，就要乾旱滅亡 

11：18–25 當盡所能謹守遵行神的一切誡命，使百姓能趕出仇敵，子孫增多，日子長久

並且擴張疆界 

11：26–32 力勉以色列民，守誡命與否關乎得福與受禍，要把神祝福與咒詛的話帶進迦

南地，陳明在基利心、以巴路兩山上，永誌不忘  

  



 申命記第五課（申 10：12 -11：32） 7/31/2015 

 

信息與討論分享 一 

《信息一》 神向你所要的就是『敬畏祂』，遵行祂的道。 

——（敬畏是從祂榮耀的本體來講的）敬畏祂，遵行祂的誡命律例，就在祂的道中得福。 

 

1. 從 10：14-22經文中，你怎樣理解神是配得敬畏和愛慕的？請分享從你信主以來，如何

體會對神當有的『敬畏』？你給『敬畏神』一個怎樣的定義？』(請從詩篇 2：1-3及 11-

12來認識敬畏神) 

 

2. 摩西向第二代百姓提到他們經歷過的三件大事（過紅海的神蹟、曠野的恩典、地開口吞

滅大坍亞比蘭的審判），提醒他們從這些經歷，應當對神有了怎樣的認識？這些事與百姓

進住迦南的前景如何關連起來？摩西的勸勉要幫助他們建立什麼心志？ 

 

 

《信息二》  神向你所要的就是『愛祂』，盡心盡性事奉祂。 

——（愛是從與祂的關係來講的）愛祂，甘心行祂一切所吩咐的，就在祂的愛中得福。 

 

3.  迦南美地美在哪裡？與以色列人曾經寄居的埃及地有何不同？為何說『耶和華你神的

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神準備在那裡如何恩待他們？有什麼警告嗎？ 

 

4. 摩西教導百姓用各樣辦法牢記遵行神的話，使他們能得哪些福分？應許與律法的次序如

何？（創 15：16-18，加 3：17-18），神的心意是什麼？今日基督徒的應許之地是什麼？

你怎樣理解、領受這些應許之地的福？ 

 

5. 請分享你如何體會神與你的關係？是否覺得從主領受的非常豐富？或是苦於愛不出來？

如今住在基督裡，你將以什麼具體行動來回應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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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第六課（申12：1 -13：18）   8/14/2015 

建立真正的敬拜 

 

歸納總意 — 

摩西在10,11章向百姓提出要謹守遵行在百姓面前所陳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11:32)，接著在12及13章就首先提出來有關敬拜的律例。可見得，敬拜對於

神子民是多麼的重要。 

真正又健全的敬拜是十誡中前兩誡的實踐。在百姓將進入迦南之際，神藉著

摩西給百姓，在迦南定居之後，當該如何敬拜、如何生活，做了一個提綱契

領的解說和提醒：就是人雖在迦南地、但是要不與迦南人一樣(in Canaan, 

but not of Canaan)。 

這種分別為聖的生活，在積極方面是在神面前享受神所賜的豐盛與自由

(12:10-20)；在消極方面不僅是表現在拆毀迦南地的偶像、不陷入他們的網

羅(12:29-30)，也更是要有分辨的智慧，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能警醒，可以

辨別誰是假先知、城中的匪類、甚至引誘自己離開耶和華的家人(13章)。 

 

分段大意 — 

 12：1–14 在耶和華之前真正的敬拜 

 12：15–28 在自己的城邑中享受耶和華的供應與祝福 

 13：1–5 如何分辨及對付假先知 

 13：6–11 如何分辨及對付引誘自己離開耶和華的家人 

 13：12–18 如何分辨及對付引誘以色列離開耶和華的城邑 

 

 

信息與討論分享 — 

《信息一》真正的敬拜 — 12章 

(1) 敬拜的原由：基於感恩，因為存活於世的日子、立為業的地都是由耶

和華而來(12:1,10)， 

(2) 敬拜的中心：是耶和華、不是敬拜的人自己(12:8)， 

(3) 敬拜的地點：是耶和華的名所在的地方(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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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敬拜的態度：是謹慎(12:13)、歡樂(12:7)， 

(5) 敬拜的參與：是整體的、全體的(12:12)、不只是個人。 

 

1. 為什麼摩西要從敬拜開始講一切的律例、典章？我對敬拜的重視程度與申命

記的教導附合嗎？ 

2. 神要以色列人如何的完全除滅迦南地的偶像？(12:2,3,29)，為什麼？(12:31) 

偶像在今天的定義是什麼？我是否可能還有偶像的纏累嗎？ 

3. 從今天的經文來看，真正敬拜的要素有那些？這與我對敬拜的了解有那些出

入的地方？我是如何來看敬拜？今天的經文，在敬拜上，對我有什麼提醒？ 

4. 為什麼神不讓以色列人吃血？這在今天有什麼應用？ 

5. 耶穌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約4:23)」，這與今天的經文有衝突嗎？我應該如

何整合這些教導？ 

 

《信息二》 對真理的分辦及回應 — 13章 

1. 對當時的以色列人來說，在離開耶和華而轉向事奉他神，有那三方面的可能

性？ 

2. 為什麼會有假先知？他們有什麼特性？今天還有假先知嗎？我要如何分辦？

如何回應？ 

3. 不論從教會歷史、或當今潮流，基督徒常被別人認為是不懂得變通的古板人

物？你覺得當怎麼自處？怎樣回應這種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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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第七課（申17：8 -19：21）   8/28/2015 

神律法的規範與保護 

 

歸納總意 — 

申命記17-19章是基於摩西對百姓在(16:20)的呼籲：「你要追求至公、至義、

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公義的追求不僅是為了個人的

存活，也是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祂與百姓立的是公義的約；所以，祂要求、

也以律法、與規範來實行公義、保護百姓在一個公義的社會中生活、行事。 

17:8-13講述了在法律程序上的公義。一般的爭訟是由地方的審判官裁決

(16:18-20)；但難斷的案件卻要到「神所選擇的地方」，祭司和審判官一同

下判語(17:9)。王是在地上代表神執行公義的權柄，所以，對王的警告與要

求特別詳細(17:14-20)。 

利末人是為了維繫神人之間公義關係的神僕。相對來說，百姓怎麼樣對待利

末人，也反應了百姓在公義上忠誠回應神的尺度。所以，18:1-8很清楚的定

規了利末人的福利。 

摩西帶領一代的百姓出埃及，但當新的一代到迦南地時，摩西將不再在他們

的當中，他們該怎麼辦？18:9-22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公義的取捨中，最困難的就是在生與死之間的選擇，所以，19章談到了

逃城、蓄意殺人和過失殺人的區別、及對犯罪的懲罰。然而，其總意還是在

耶和華所賜之地上、一個實行社會公義的原則及做法。 

 

分段大意 — 

 17：8–13   難斷案件的處理方法 

 17：14–20   如何選立王；對王的警告與要求 

 18：1–8  如何對待利末人 

 18：9–22  謹慎的等待耶和華興起的先知 

 19：1–22 如何避免流無辜之人的血 

 

 

信息與討論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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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一》公義的審判 — 17:8-13 

1. 對於難斷案件的審判，在地點上、與法庭的組成，與一般案件(16:18-20)有

什麼不同？為什麼有這些差別？它的用意是什麼？ 

2. 這與今日歐美的法律程序有何異同？這對我們有什麼啟發之處？ 

 

《信息二》對王的警告與要求 — 17:14-20 

3. 以色列人選立王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要有這些條件？ 

4. 申命記對以色列王有三個警告與一個要求，你可以從經文中找出來嗎？後來

的以色列王做到了嗎？為什麼？ 

 

《信息三》如何對待利末人— 18:1-8 

5. 利末人的產業在那裡？他們做什麼事？他們如何生活？如果有一位利末人要

從自己的城出來直接在神面前事奉，他要做什麼事？得到什麼？ 

6. 誰是今天的利末人？我怎麼樣對待他？ 

 

《信息四》先知的興起 — 18:9-22 

7. 「你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18:13)是指什麼？對我有什麼提醒？ 

8. 神應許了以色列人要興起像摩西的先知，但試驗先知的真假是以色列人的責

任。該如何試驗先知的真假呢？這對我的應用是什麼？ 

 

《信息五》避免流無辜之人的血 — 19:1-22 

9. 逃城是為了什麼人預備的？通往逃城有路可走嗎？逃城今天的意義是什麼？

與我有什麼關係？ 

10. 「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19:21)的背景是

什麼？在判定別人的罪狀之前，要經過什麼樣的手續？這對我有什麼提醒？ 

 

 



申命記查經      第八課 （20：1 － 21：21）  9/18/2015 

争战和生活中的公义与公正原则 

歸納總意 

申命记 5～28章是摩西的第二篇讲道。5～11章讲述了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民的一般

原则，12～26章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民在迦南地的日常生活方面的一些具体而明

确的期待和要求。在前面学习过的 18章中，耶和华已经有系统的界定了一群按祂

形象的群体。以色列的过去，以色列内在、外在对神的爱，以色列民当有的敬拜，

与以色列的领袖，这些都标记了耶和华是在塑造一群圣洁的国民，一個祭司的国度

（出 19：5～6，利 11：44）。 

从 19章开始，圣约的规定扩大至敬拜与领导范畴以外，触及日常生活的特定层

面。这些具体而特定的条款反映出耶和华圣洁、怜悯、公义和公正的属性。以色列

民只有遵守这些条款，才能在应许之地反映出耶和华的属性。20 章和 21章要求以

色列民要把公义和公正反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在争战中也不例外。 

 

分段主題 

20：1－9     百姓面对强大的仇敌时不要惧怕，因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并为他们与仇

敌争战 

 

20：10－20   争战中的公义与公正：攻城的不同原则 

 

21：1－9      群体生活中（邻舍间）的公义与公正：为不能断定的杀人案赎罪   

 

21：10－21     家庭生活中的公义与公正 
 

信息與討論 

信息一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并为百姓与仇敌争战。因此以色列民即使面对强

大的仇敌也无需惧怕；因为耶和华的同去是争战得胜的关键，因此征召无意愿的或

胆怯的士兵去争战是没有必要的。作为耶和华的子民和军队，以色列民要遵从耶和

华的命令，并且在争战中和得胜后都要体现神的公义和公正的属性。 



1. 当以色列民看见仇敌比他们强又多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神是如何提

醒他们的？观察耶和华是如何教导以色列民来争战的？这些原则与世界上的

战争原则有何不同？ 

 

 

 

2. 你最近有担心或惧怕的事情吗？你得胜的经历是什么？经文 20：1-4节可以

给你哪些提醒或帮助？ 

 

 

3. 经文 20：10-18 节中讲到哪两种不同的攻城方法？处理城中百姓的方式有何

不同? 为什么耶和华要百姓这样做？除了 20：18节给出的原因，请从创

15：16 来思考神在 20：16-17中要以色列民灭掉迦南七族的命令。 

 

信息二     公义和公正是神的属性，也是神的子民当有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态度让

以色列民得以在应许之地通力合作，用公义、公正和恩典去战胜不公的力量；在家

庭生活中，即使是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也应当被赋予公义和公正的权利，人不能把自

己的好恶凌驾于神设立的公义和公正的原则之上，不遵从父母、顽梗悖逆之子则必

须在公众面前处死，以免在人面前做负面的示范而污染应许之地。 

4.  观察 21：1-9中的经文，以色列民如何靠公义、公正与恩典使流无辜血的罪

从百姓身上除掉，也慰籍受害的家庭？如果将来一件不知缘由却又非常不公的

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将会如何面对和解决？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提醒是什

么？ 

 

 

 

 

5. 21：10-21中的经文用三个特例告诉我们，即使是地位低下的人也应当被赋

予公义和公正的权利，人不能把自己的好恶凌驾于神设立的公义和公正的原则

之上。这些教导对我们今日的生活有何帮助？请分享你的看法。 

 



申命記查經     第九課 （23：1 － 25：19）  9/25/2015 

圣洁为本，怜恤为怀 

歸納總意 

上次课提到，申命记从 19 章开始把圣约的规定扩大至敬拜与领导范畴以外，触及

日常生活的特定层面。这些具体而特定的条款反映出耶和华圣洁、怜悯、公义和公

正的属性。以色列民若要在应许之地反映出耶和华的属性，圣洁必须弥漫在以色列

的群体当中。23：1-14中所描述的以色列的集会和营地，则构成了以色列群体的

自然背景。因此圣洁的群体必须小心对待集会会众的资格并维护营地的洁净，作为

神荣耀的见证。 

23：15 至 25：19章中出现了至少 22项案例法，而其中的每一项案例法都延续了

摩西对十戒的应用。其描述的每一项解决之道，都把以色列民带回到一个實際 ----

在公义、圣洁之神领导下圣地里的圣洁群体，要有忠贞、怜恤、公义和公正的性

情。 

 

分段主題 

23：1－23：14     以色列民在耶和华面前（包括营地）必须保持洁净 

 

23：15－24：22   以色列民在生活中当保持忠贞与怜悯 

 

25：1－25：19      百姓生活中的公正与公义准则   

 

信息 1： 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因此要求祂的子民要分别出

来；耶和华也是在以色列民中行走的神，因此以色列民当小心保持洁净，就是在军

营中也当如此  

1. 23:1-14 要求以色列民在耶和华面前被分别出来并保持洁净。今天神籍着圣

灵住在基督徒中间， 彼得把基督徒称为“灵宫”（彼前 2：5），保罗把基

督徒称为“圣殿”（以弗所书 2：21-22，林前 3:10)。因此今日的基督徒当

竭力成为圣洁，避免与污秽和不洁净的联合。新约圣经中有哪些这方面的教



导？你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洁净的的行为或想法（心中所思想的，行为上

的，情感和欲望方面的）？ 

 

 

 

信息 2： 耶和华对以色列民有诸般的慈爱和恩惠。作为耶和华的子民，以色

列民当有忠贞、怜恤、公义和公正的情怀，在应许地上向彼此施恩，如同神

在将这地赐予百姓时所施予他们的那般恩惠。 

 

2. 试着从 23：15～25：19中找出有哪些关于家庭生活的案例法或经节？你觉

得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经节讲到丈夫在夫妻生活中的责任？為什麼

摩西給這些誡命？新约中有哪些有关丈夫要爱妻子的教导？ 

 

 

 

3. 试着从 23：15～25：19中找出有哪些关于公正与公义的案例法或经节？你

对哪一条诫命有强烈的共鸣？保罗曾两次引用申 25：4来说明教会的长老和

传道当得到会众财务上的支持（林前 9：9，提前 5：18）。我们教会有长

老、傳道、牧者同工，你关心或询问过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吗？你可曾向他们

表达过感谢和支持？（这里的“需要”不一定专指財務方面） 

 

 

 

4. 请试着从 23：15～25：19中找出有哪些关于怜恤的案例法或经节。从创世

记 1：26-27来思考神要以色列民怜恤穷苦人的教导。 

 

 

 

 

5. 路得记 3-4 章是建立在 25：7～10节的基础上。波阿斯藉着迎娶路得并扮演

近亲买赎的角色，而恢复了其去世亲属的家庭。因此，波阿斯成了神怜悯人

的管道。新约中有哪些要我们彼此相爱的经文？ 

 

 



申命记查经 第10课       (2627章) 10/9/2015 

教導獻初熟祭，與進迦南的全民立約 
 

归纳总意 
 
神吩咐以色列人十一奉献，不仅仅是让他们付出物质，更是对神的救赎与祝

福，献上感恩的心。同时还吩咐他们，要照顾利未人和弱势群体，存怜悯的

心，这与耶稣所说“爱神爱人”的诫命是一致的。神与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就

好像古代的契约一样，违反契约一方要受到惩罚和咒诅。在基利心山和以巴

路山的宣告，就是要一再警戒以色列民，违背诫命的后果。 
 
 

分段主题 
 
26：119 土产的奉献，照顾利未人和弱势群体。 
 
27：126 以色列人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宣告祝福与咒诅。 
 
 
 

信息一：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要奉献初熟的土产，并且要周济弱

势群体。 
 
 
 
问题1. 什么时候要奉献初熟的土产？从奉献土产的人所说的那段话（510节）来看，为
什么要做这样的奉献？ 
 
 
 
问题2. 参见申命记14：2829，神对三年中最后一年的奉献，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这体现
了神怎么样的心意？ 
 



 
问题3. 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初熟的土产是什么，对我们的奉献有什么提醒？我们
身边的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哪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信息二：在以巴路山，宣告咒诅。 
 
 
 
问题4. 这一章所提到的咒诅，有哪些跟十诫是对应的？ 
 
 
 
问题5. 神为什么要把咒诅放在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里？在新约时代，这对我们有哪些提

醒？ 
 



申命记查经 第11课  (28章) 10/16/2015 

願聖民蒙福而不受禍的諄諄告誡  
 

归纳总意 
 
古代的契约，往往带有祝福与咒诅的内容，作为对于立约双方的约束。同样在神与以色列

百姓所立的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以极其形象具体的方式，描述了以色列人守约或者背

约所要面临的后果是什么。虽然如此，也还是无法避免以色列人犯罪悖逆的信仰生活。 
 
 

分段主题 
 
28：114 祝福的内容，描述守约的以色列人会得到哪些祝福。 
 
28：1568 咒诅的内容，特别是以色列人将来会遭遇到的不同苦难。 
 
 
 

信息一：祝福的内容，描述守约的以色列人会得到哪些祝福。 
 
 
问题1. 立约的祝福内容，有哪几方面？你最想得到什么样的祝福？ 
 
 
 
问题2. 为什么要用“追随”和“临到”这样的字眼，来描述神的祝福？人的责任是什么？ 
 
 
 
 
 
 



信息二：咒诅的内容，描述背约的以色列人会得到哪些咒诅。 
 
 
 
问题3. 这一大段咒诅的描述，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以色列人将来遇到了这里提到的哪些

灾难？ 
 
 
 
 
问题4. 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这样清楚的指示下，还是会犯罪悖逆神？参见耶利米书31：31
。今天的基督徒如何才能顺服神的诫命？ 



申命记查经 第12课  (2930章) 10/23/2015 

在明顯的事上揀選生命—遵守律法 
 

归纳总意 
 
在颁布神的约，以及祝福与咒诅后，摩西继续苦口婆心的向以色列人陈明，神为他们所施

行的一切拯救。奥秘是属于神的，但是他颁布的诫命确实清楚无误的，好让以色列人遵行

谨守。 
 
 

分段主题 
 
29章 摩西在摩押地与以色列人立约，警戒拜偶像的罪 
 
30章 蒙福的秘诀，就是遵守神的诫命 
 
 
 

信息一：回顾神的带领与拯救 
 
 
问题1. 在旷野四十年中，神对以色列人有哪些拯救和祝福？ 
 
 

信息二：再次警告以色列人，悖逆违背诫命的后果。同时也预言，神必定再

次眷顾那些被掳人中悔改的人。 
 
 
问题2. 为什么在这里把被咒诅的应许地，跟所多玛，蛾摩拉相比较，有哪些类似的地

方？ 
 
 



 
问题3. 在29：29节提到“明显的事”，指的是什么事情？摩西在29节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呢？ 
 
 
 
问题4. 被咒诅被掳的人，怎样才能重新蒙祝福，回到应许地？以色列人的被掳与回归，

给我们今天的信徒什么样的功课和提醒？ 
 
 

信息三：蒙福的秘诀，就是遵行清楚的诫命。 
 
 
问题5. 神所颁布的律法，是有关以色列民生死存亡的。神给今天这个世代的选择是什

么？ 
 



申命記查經    第 13課  (31 章)                            11/13/2015 

領導的繼承與律法的傳承 

 

歸納總意 

申命記這本書記載摩西回顧歷史，重申神的誡命，再次認定神的聖約及宣稱神的祝福與咒

詛。最後摩西立約書亞為繼承的領導。約書亞將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應許之地。 

 

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後，摩西不會與民眾同在。在摩西結束他的事工時，神吩咐摩西寫律法

書，敎導後代子孫學習並謹守遵行。神也命摩西寫一篇歌傳於後代。將來在迦南地當以色

列人背逆神的時候，律法書及摩西之歌可見証他們的不是，教導以色列人悔改轉向神。 
 

 

分段大意 

1‐6 摩西年事已高, (神曽告訴摩西他𣎴得進迦南地)，神命摩西選約書亞為繼承的領導。摩

西勉勵約書亞及以色列人當剛強壯膽，因為神必與他們同去。 
 

7‐29 摩西在以色列衆人前立約書亞為繼承的領導，重申神的應許和同在。以色列民進入

迦南在應許之地生活時，摩西不會像在曠野時那樣教導他們，故在摩西結束事工與約書亞

交接之時，神指示將律法書及一篇歌傳承後代以為教導。  

 

9‐13 摩西寫律法書教導百姓要每隔一段時間重溫神的誡命，並傳給後代子孫及城

𥚃寄居的。使他們學習，好敬畏耶和華，謹守遵行這律法的一切話。 

 

16‐22 神命摩西寫一篇歌敎導以色列人傳於後代，使他們口中念誦不忘 。神未領以

色列人到神起誓應許之地以先，他們所懷要背逆的意念神都知道。這篇歌將來可見

證他們背逆神的不是。 
 

24‐27 神吩咐摩西將寫好的律法書放在約櫃旁，傳於後代。以色列人向來是悖逆

的，是硬著頸項的。這律法書將來可見證他們背逆神的不是。 
 

28‐29 摩西召衆支派長老和官長來，懇切警告將來他們會敗壞行惡，必致禍患。律

法書及摩西之歌將見証他們的不是。 
 



信息與討論  

 

信息一 : 摩西一生盡忠順服,  心思意念全然以完成神的旨意為念。 

1. 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 毫無保留的讓神使用他的生命。 在摩西事工的結尾, 神卻不許他

完成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的全程。 神不讓摩西進入應許地,  摩西無怨言。他順服而

且求神立一位繼承者 (民 27:12‐20) 。 摩西幫助約書亞承接領導以色列民的職份, 並寫下律

法書做為將來以色列民在迦南地所需的教導。讀完摩西服事神的一生，你最佩服他曾做的

那件事? 

 
 
 
 

2. 以色列人害怕進入迦南後遭當地民族的侵略, 而且摩西將不再帶領他們。神如何教導他

們不害怕 ? 神曾經幫助你在靈命成長的道路上克服害怕嗎？是什麼樣的經驗? 
 
 
 
 
 
 
 

信息二 : 神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傳承律法書,  遵行書上的誡命得以蒙福。將來以色列人偏

離神的道, 律法書要見証他們的不是, 教導以色列人悔改轉向神。 

 

3. 為什麼神要以色列人定期讀律法書? 對我們今日學習神的話語有何提醒? 神要以色列人

將神的律法傳給後代。傳律法的目的為何？你將神的話語及神在你生活中所行的事傳給子

女嗎? 請分享你的經驗，你覺得子女能得到什麼益處? 
 
 
 
 
 

4. 神要摩西寫律法書及一篇歌傳於後代 (色列人定期讀律法書並念誦不忘這歌), 見證以色

列人將來在迦南行事背逆神。見證的目的是什麼? 聖靈曽用聖經中哪些神的話或以色列民

的悖逆歴史幫助你認知你得罪神？這些經文如何提醒你回轉? (尼 8:1‐3,8‐9; 羅 7:7;) (尼 

9:26‐31)  (耶 31:33; 結 36:27; 約 16:8) (詩 51:3‐4; 詩 139:23‐24) 
 

 



申命記查經    第 14課 (32:1‐47)                            11/20/2015 

神的揀選, 神的管教, 神的拯救 

 

歸納總意 

神要摩西寫一篇歌描述神的公義與憐憫, 教導以色列人傳給世世代代。這歌也將見証他們

未來背逆神的不是, 可教導以色列人悔改轉向神。 
 

摩西之歌描述神特別揀選以色列人為祂的子民, 領他們進神應許之地；也預言以色列人在

迦南定居之後會忘了神的恩典,去敬拜假神惹神的怒氣, 以致神讓災難臨到他們，是神對以

色列人的懲罰。但最終神不滅絶以色列民族，當他們瀕臨民族全然滅亡時, 神拯救他們。 
 

摩西將這篇歌的一切話説給百姓後, 最後一次重申以色列人必須謹守遵行神的律法。 
 

分段大意 

[32: 1‐3] 摩西之歌前言: 天地萬物應承認耶和華神的大德 

[32: 4‐18] 對比神的公義與以色列民的邪僻, 藉由對比指責以色列民的不是。 

[32: 7‐14] 神為以色列民的父,以色列民為神的産業。神保護以色列人並教導他們成

長。 

[32: 15‐18] 以色列民得神餵養長成之後卻背逆神 

[32: 19‐42] 神的懲罰與拯救 

[32: 19‐26] 以色列敬拜 “不算為神” 的假神觸動神的憤恨。 神要藉 ”不成子民” 的外

邦敵人來懲罰以色列。在敵人迫害下以色列人將經歴禍患、饑餓、 驚恐、 喪亡， 

並被分散遠方。 

[32: 27‐35] 神不願敵人錯看説是他們以自己的能力(靠他們的假神)勝過以色列人,其

實是耶和華神在管教以色列民。以色列敵人本質是無聰明且邪惡, 所以神終歸要因

他們的邪惡及殺害以色列民報應他們。 

[32: 36‐42]  神見以色列幾乎滅絕, 怒氣回轉而拯救以色列人。神為他們伸寃擊打敵

人，敵人的假神不能救他們, 因為唯有耶和華是真神, 祂預定且統管一切。神懲罰以

色列, 神也拯救以色列。 

[32: 43] 摩西之歌結語: 稱頌神拯救祂的百姓. 以色列人最終得以住在應許地, 外邦人也能得 

               神的救贖。 

[32 : 44‐47] 摩西最後一次重申遵行神律法的重要性 
 



討論與分享  

1. 在摩西事工的尾聲, 你看到摩西是懷著什麼樣的心腸來教導以色列民? 他要傳達主

要的信息為何? (30:19‐20, 32: 46‐47) 

在摩西之歌中你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你看到人如何背逆神? 你看到耶和華與以色列

民什麼樣的互動? 

 

2. [32:6, 9]  神為以色列民的父. 以色列民為神的産業。和以色列人一様基督徒是屬神

的, 是神的揀選, 是以耶穌十字架的救贖買來的。"屬神" 對你是什麼意義?  

 

 

3. [32:10‐12]  生動地比喻耶和華保護以色列人及教導他們成長。在你信主屬神後, 有

什麼樣的生活經歴讓你知道神保䕶你的生命和靈魂及使你靈命成長 ? 

 

 

4. [32:15‐18] 以色列長成之後就背逆神。 在生活中什麼情形下, 我們容易像以色列人

一樣忘了神的恩惠？可做什麼來避免 ? 

 

 

5. [32: 39] 基督徒是神的兒女，神的公義與慈愛彰顯在祂的管教與拯救。 (來 12:5‐11) 

神管教基督徒是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你有受過管教責備後得

益處 (結出平安的果子) 的經歷嗎 ? 

 

 

6. [32: 46‐47, 30:19‐20] 申命記一直重覆以色列民必須遵行神的律法, 因為遵行神的話

關乎”生命”。 耶穌來，要使屬神的羊得生命並且得豐盛的生命， 你認為什麼樣的

生活是豐盛的？領受耶穌命令又遵守的，是愛耶穌的人(約 14:21)，你曽因遵行聖

靈的帶領而覺得生活豐盛嗎 ?  



 申命記查經 第十五課 （33：1－34：12） 12/11/2015 

最後的祝福與本書的結語 

歸納總意 

這一段經文記載了摩西臨終前給以色列及其各支派的祝福，而摩西的死也成了『申

命記』的結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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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從摩西的祝福中，我們可以看見他對以色列民深切的愛，因為

他明白神對祂子民的心意。 

摩西給眾支派的祝福是美好的，而且多少反應了他四十年來，在曠野中帶領這些支

派的經歷，以及每一個支派的特性。今天我們『最美的祝福』就是因認識主耶穌而

得了豐盛的生命，和永生的應許。 

 

分段主題 

33：1－5     摩西給以色列民的祝福 － 耶和華從西乃而來，向他們顯現，將律

法賜給他們，做為雅各會眾的產業。耶和華愛祂的百姓，在他們中間作王。 

 

33：6－25   摩西給眾支派（獨缺西緬）的祝福 － 有長有短，似乎對利未、約

瑟（以法蓮、瑪拿西）、與迦得特別恩待。 

 

33：26－29  摩西再為以色列祝福 －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祂永久的膀臂在

你以下。」（33：27）「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誰像你這蒙耶和華所拯救的百

姓呢？」（33：29）   

 

34：1－9     摩登上尼波山，耶和華將應許之地都指給他看，對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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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摩

西死在摩押地，耶和華將他埋葬在伯比珥對面的谷中，直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

墳墓。摩西死時年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以色列民為他哀

哭了三十天。 

 

34：10－12   申命記的結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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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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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與討論  

信息一   摩西對以色列民的祝福就是告訴他們：「神愛你們，賜下律法做為

你們的產業，祂大能的膀臂在下扶持你們，使你們能夠安然居住；祂是

你們的盾牌，也是你們威容的兵器。」 

討論問題： 

你覺得今日的以色列蒙 神祝福嗎？今日的美國蒙 神祝福嗎？為什麼？ 

 

信息二    摩西給各支派的祝福是美好的。在舊約時代，神藉著族長、先知、

領袖、父親來祝福祂的百姓。在新約時代，神藉著主耶穌的使徒，來祝

福祂的兒女。今天我們應當重視神藉著祂的僕人所給我們的祝福，也當

知道如何來祝福我們的兒女。 

討論問題： 

1. 在摩西的祝福中，你最羨慕（最願意領受）那一個支派的祝福？為什麼？ 

2. 請分享你會如何祝福你的兒女們。 

 

信息三    摩西是以色列歷史中最偉大的領袖。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

的。」神朔造、呼召他，將重大的責任交托在他的手裏。四十年之久，摩

西「在神的全家誠然盡忠，為要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希伯來書 3：5）

摩西的死為以色列民在埃及為奴，以及曠野漂流的時期劃上了句點。以此

來做申命記及摩西五經的結束是合宜的。摩西的一生是神工人的典範。 

討論問題： 

1. 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主耶穌比摩西更配多得榮耀。」（來 3：3）為什麼？ 

2. 我們用了三年的時間查考『摩西五經』。請分享你的感想與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