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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简介
对以色列人，申命记是最重要。
1947 年在死海发现
古时候的圣经抄本，
里面最多的就是三卷书 ─
申命记、诗篇、以赛亚书；
申命记是在五经里唯一
在死海古卷最多的抄本的 卷书。
在死海古卷最多的抄本的一卷书。
有一份抄本上面就有记载
申命记里五处的经文，
申命记里五处的经文
特别像申命记第十八章 ─
要兴起 个先知像摩西，
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
要兴起先知、祭司、君王…

 出埃及记讲到整个以色列民 ─
成立的开头、成为以色列国，
上帝颁布律法、十诫给他们

申命记简介

第二世纪希腊文蒲草纸抄本
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六节

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
Bury Bible
绘图本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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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五经希伯来文卷名都是用它最开头的字
创世记 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
起初

名字

呼叫

在旷野

话语

神在旷野中借着摩西，跟以色列所讲解的话语
 希腊文、拉丁文、英文 ─第二部律法书
第 部律法书
英文 ─ Deuteronomy
y
 中文 ─ 申命记，引申、阐释、申述前命
 马丁路德翻译德文圣经 ─ 摩西五书
承认这卷书是摩西所写作
 三十四章记载摩西的过世，摩西死后别人再加上去的

旧的领导结束，以色列人新的争战就要开始了。
摩西八十岁被上帝呼召，领导百姓出埃及、脱离奴役，
走旷野的道路、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
经过四十年，摩西因为自己最后的软弱失败 ─
在米利巴水他动怒，就被上帝惩罚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摩西临终前 可能花了 个月的时间写下了申命记 ─
摩西临终前，可能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下了
讲解给以色列百姓听，旧的领导结束了，
勉励要准备进去得上帝给的应许之地。
时间应该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四十年，
可能在十一月左右；
大约是公元前 千四百年，
大约是公元前一千四百年，
离开今天已经有三千四百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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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 摩押地，安曼的附近，

尼波山、有人称摩西山，
有人称摩西山
纪念摩西死在那 ─
 眺望约旦河谷
 越过河谷就是耶路撒冷
 往北 ─ 加利利海
 往南 ─ 死海南部
─
摩西至少三次恳求上帝
「让我进到应许之地」，
上帝没有允许，
是摩西一生最大的遗憾。

申命记一到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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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第一章一到五节

─ 摩西的三重角色：

演讲者
一1

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写作者 ─ 讲完之后再写下来
传递者
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
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
一5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
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
一3
3

教导者、圣经律法的解释者
申命记不只是在重述过去上帝所给以色列人的律法，
还有很多是摩西对这些律法的解释 讲解
还有很多是摩西对这些律法的解释、讲解，
所以这卷书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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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里很多律法的规定，
 都是指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所要遵行的
 今天虽然已经不再是农业的社会、而进入工商社会，
但这些原则，还是应用在他们当中，
敬虔的犹太人还是按照字面，遵行律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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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诀别演说 ─ 最后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
 一方面作者是摩西
方面作者是摩西
 另方面是圣灵感动摩西所写下来的话，
上帝透过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 反省、沉思
上帝透过摩西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反省、沉思，
看到律法的精意，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人走完四十年旷野的路程、要进入应许之地，
色
应许之地
要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 ─
游牧民族要变成农业的社会、工商的社会，
生活型态不同，
在律法上面怎样调整、更正，
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这是摩西最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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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是胜过魔鬼的利器。
耶稣四十天在旷野 禁食 祷告 不吃也不喝
耶稣四十天在旷野，禁食、祷告、不吃也不喝，
就有撒但就来试探他，每一次 ─
耶稣都是引用申命记的律法来对抗撒但，
耶稣都是引用申命记的律法来对抗撒但
 撒但说 ─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来吃 」
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变成饼来吃。」
 耶稣就引用申命记第八章 ─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着遵行耶和华口里所说的 切的话 」
乃是靠着遵行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八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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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指引以色列百姓历史发展的指标。
─ 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
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
我把生死祸福的道路指给你们看，
 如果遵从神的吩咐，
如果遵从神的吩咐
就可以得生命、得长久、得平安，
能够在应许之地长久居留、
能够在应许之地长久居留
得着上帝一切的福气
二十九到三十章

 如果悖逆神、违背神的约、不遵行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
走的就是死亡、灭亡的路，
会被上帝惩罚、被赶出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的历史，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纪，
都是讲到这样应许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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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指引以色列百姓历史发展的指标。
如果遵行神的吩咐，即使被赶到外邦去，向上帝祷告寻求，
如果遵行神的吩咐
即使被赶到外邦去 向上帝祷告寻求
上帝还是会带领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
这是申命记里 最宝贝的一个应许了
这是申命记里，最宝贝的
个应许了。
神对人的要求就是爱 ─
表现，要听从神一切的吩咐。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并且要向他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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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 第一章到第四章
在约旦河东摩押地，摩西讲解上帝的律法，
主要是回顾过去的历史。

第二讲 ─ 第五章到二十八章
主要讲到律法的规定，特别是瞻望将来，
 讲到十诫是怎么来的、精意是如何
讲到十诫是怎么来的 精意是如何
 用十诫作为骨干，把整个律法讲给以色列百姓听
重点是 ─
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跟过去的生活不同了，
要怎样把律法的精神 能够好好的活出来
要怎样把律法的精神，能够好好的活出来。

申命记属灵的原则、神学的反思，
成为整本圣经一直到新约，最重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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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 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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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

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之下 更新立约。
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更新立约。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

十八15

以色列人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都已经倒毙在旷野，
摩西就跟在旷野新生的一代来更新立约，
摩西就跟在旷野新生的
代来更新立约
让他们知道怎样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 边争战得
在那边争战得胜、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
按 上帝的
来行
─ 摩西的卸职
─ 摩西的凯歌
三十三章 ─ 摩西的祝福
用大家长的身分、先知的地位，
预言以色列民未来的景况
三十四章 ─ 摩西的安息

卅四10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

指望着将来，要有一个新的先知起来，
能够像摩西一样。

三十一章
三十二章

卅三5

耶和华在耶书仑中为王。

弥赛亚预言的
预言的一个特别说明。
个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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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律法规定，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利未记的结束，

西奈立约
奈 约 ─ 格式是按照在摩西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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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祝福

赫人之约大君王条约的格式来写的。
申命记也是按照同样的格式：

前言

第一章一到五节

历史序文

第一章到第四章

─ 摩西就是立约的中保

─ 立约的历史
以色列百姓在过去四十年里，
多次悖逆上帝、又蒙了上帝的恩惠
─ 重复十诫
─ 怎样遵行第一诫跟第二诫

基本条款

第五章

细部条款

十二到二十六章

六到十一章

─ 生活上怎样来遵行神的心意，
遵行律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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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按照雅各的方式对十二个支派，
说明他们将来怎样蒙福气。
在这个祖先的祝福里面，
看到十二个支派将来的光景，
果然按照摩西所讲的，一一的实现。

三十三章

利未支派 ─
 原本在雅各的祝福中
是没有产业的
 现在他们事奉上帝，
变成他们实际的产业

约的认可
约的延续

二十七到二十八章 ─

上帝祝福遵行上帝律法的人
 以色列百姓要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
 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跟敌人争战要得胜，
敌人从一路来攻，要从七路被赶回去
二十九到三十章
十九到 十章 ─ 约在百姓当中宣读，
要让以色列百姓按照神的心意来行
─ 摩西要过世了，
摩西要过世了
 上帝透过他拣选了约书亚成为新的领袖，
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 进入到应许之地
要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
 拣选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
作为新的大祭司 作为约书亚的辅佐
作为新的大祭司，作为约书亚的辅佐，
一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律法

三十一到三十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