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年 1/28-3/25 主日學

申命記

劉梅蕾師母主講

申命記是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地前, 摩西臨終前的申述，回顧以色列人
過去的失敗和神的憐憫，前瞻得地的試探與危機，陳明生死禍福之道，
重申神與百姓所立之約。當我們在面對新的一年, 讓我們由申命記中得
著激勵，立定心志選擇愛神遵行神的話語，活在神的約中，成為咒詛除
去承受祝福的一年。

2006 年主日學申命記課程表

日期

內容

進度

1. 1/28

第一講 申命記簡介
【約與先知、約與列祖】

2. 2/4

第二講 摩西第一篇的講述 －在約但河東的曠野
【歷史回顧】－ 約與地業

1： 1－ 4：43

3. 2/11

第三講 摩西第二篇的講述 －在約但河東伯毘珥
對面的谷中
(A)【重申十誡】

4：44－11：32

4. 2/18

第四講
【約與以色列人、祭司與聖殿】

4：44－11：32
16：1－18：8

5. 2/25

第五講
(B)【獻祭、節期的條例】

12：1－18：22

6. 3/4

第六講
(C)【社會生活的條例】

19：1－26：19

7. 3/11

第七講
(D)【咒詛與祝福】－基利心山、以巴路山

27：1－28：68

8. 3/18

第八講 摩西第三篇的講述 －在摩押地
【摩西臨終之言與離世】

29：1－34：12

9. 3/25

第九講 總結與考試

申命記
第一講

劉梅蕾師母

簡介
申命記在希伯來文的原意思是「說話」，表明神所說的誡命與律法，而在
希臘文是「二」的原意，因此連合起來是重申誡命。當以色列人舊的一代
已經過去，而新的一代是在曠野長大，當他們進入迦南地前，必要曉得神
已經說的話語與誡命，因此申命記不是一套新的律法與誡命，乃是重申舊
命，使新的一代能得知，他們是信實的神所愛的立約子民，好在進入應許
之地後，因著遵行神的話語，要成為蒙福的子民。
申命記與摩西五經：創世記：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神的主權－創世與揀選
神的能力－救贖與釋放
神的聖潔－分別與成聖
神的公義與慈愛－新舊的轉換
神的信實－重申舊命入應許之福

申命記在新約中的引用: 申 6:5 (太 22:37；可 12:29；路 10:27)
申 8:3，6:16(太 4: 4, 7；路 4:4,12)
申命記中聖靈的工作：申 34:9
申命記中的基督: 祂是神所興起的先知(申 18:15，徒 3:22-26，約 5:46-47)
鑰節: 「將我們從那裡領出來，要領我們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
把這地賜給我們。」申 6:23
「以色列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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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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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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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13
鑰詞：誡命、律例、典章、遵守，祝福、咒詛、列祖、揀選、約、應許
大綱分段：請參考課程表
約與先知：申 1：1-3 所說的話－從神來，對人說，
申 18:15，徒 3:22-26，約 5:46-47)
約與列祖：列祖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列祖與神: 是蒙揀選、是蒙愛、是起誓所立之約的子民

申命記
第二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一篇的講述
歷史回顧－約與地業

一. 引言:1:1-5
1. 地點: 在約但河東的曠野
2. 時間: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從何烈山經過西珥山到加低斯巴尼亞只有十一天的路程)
3. 摩西照神指示所說的話
A. 你們在這山上住的日子夠了
B. 要起行
C. 要去得應許之地為業
(亞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利巴嫩山、伯拉大河)
二. 回顧歷史的重大事件 1:6-3:29
1. 選有智慧有見識的為首領(申 1:9-18, 出 18:18-27)
2. 差探子窺地(申 1:19-40,民 13:1-38)
3. 何珥瑪的敗績(申 1:41-46, 民 13:39-45)
4. 轉回曠野路(加低斯巴尼亞－撒烈溪)(申 2:1-38)
A. 經西珥、摩押、亞捫人之地(申 2:1-25)
B. 戰敗希實本王西宏,巴珊王噩(申 2:1-25)
C. 分約但河東給二個半支派(申 2:12-22)
D. 摩西不得渡約但(申 2: 23-29)
5. 設立河東的逃城(申 4:41-43)
三. 勸民遵行神的律例 4:1-40
A. 約與地業(申 1-7-8,23,25,36,4:)
1. 過去: 應許給列祖之地
2. 現在:百姓要進去得為業之地
3. 未來:兒女子孫在這地上得以長久
B. 學習敬畏神
C. 向萬民作見證
四. 神的特性
A. 說話指示
B. 守約施慈愛
C. 賜福
D. 撫養
E. 為子民爭戰
F. 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申命記
第三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二篇的講述
(A)重申十誡(申 4:44-11:32)
一．
地點: 約但河東伯毘珥對面的谷中(4:46)
二．
重述何烈山的立約
1. 何烈山又名西乃山(出 19:5-6)
2. 西乃之約的重申與新立(申 5:3)
a. 召聚百姓
b. 神於火中降臨與百姓說話
3. 十誡的複述
a. 前四誡與神的關係與條例
b. 後六誡與人的關係與條例
4. 舊約律法的精意(申 6:4-5;太 22:37-39)
＊『以色列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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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愛與守約
a. 神對子民的愛
b. 神向遵守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
6. 遵守誡命與後代的關係
a. 教導傳授神的誡命於子孫
b. 一生敬畏神

7.

c. 存活得福
d. 承受應許的地業
勿拜偶像(申 7,9 章)
a. 與偶像劃清界線
a-1 趕出滅盡原有的國民
a-2 不可與他們立約
a-3 不可與他們結親
a-4 打碎拆毀偶像
a-5 除去當滅之物
b. 述以色列民拜偶像之罪
b-1 鑄金牛犢
b-2 摩西摔碎約版(石版)
c. 摩西的代求
c- 1 40 晝夜的代求
c-2 再次接受石版
8. 咒詛與祝福的憑據
a. 記念神的引導(申 8 章)
b. 遵守誡命與否？

申命記
第四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二篇的講述
( A)約與以色列人、祭司與聖殿(申 4:44-11:32,18:1-8)

一. 約與以色列人
以色列阿、你當聽(申 6:3-4, 9:1, 10:12, 27:9, 33:29)
1. 承接列祖的應許
2. 有福的
3. 要過約但河
4. 神的百姓
“創造之約”
“挪亞之約”
“亞伯拉罕之約”
“摩西之約”
“大衛之約”

關係人類與天地
關係全人類
關係全人類與選民
關係選民以色列
關係選民與彌賽亞

“新約”耶穌基督
被顯明出來
二. 祭司與聖殿(申 12:10-12；14:23-24;16:1-2,11,16)
1. 利未人
2. 耶和華是他們的產業
3. 侍立事奉在神所選擇的地方
4. 聖殿的觀念(出 25:8-9, 22,15:17-18, 詩 78: 54, 60-61,67-69,代下 6:4-6,
代下 3:1, 創 22:1-2)
是神的居所，是神定意要與人相會的地方, 是神的榮耀與同在彰顯的地方.
伊甸園－築壇－會幕(約櫃)－示羅的帳幕－聖殿(耶路撒冷)
－基督的身體－我們－新耶路撒冷－不見有殿
三.

聖約
先知

聖殿
祭司
耶穌基督

聖戰
君王

申命記
第五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二篇的講述
(B)獻祭、節期的條例(申 12:1-18:22)

一. 獻祭
A. 地點：神所選擇的地方(申 12:5, 0-12,14,18,26,14:23-25,16:2,6-7,
16:11,15,16, 17:10,18:5-6,)
耶路撒冷(立為祂名的居所)
a. 朝見神 b.獻祭 c.訓誨教導 d.訴訟判斷
B. 條例(申 12:1-13, 17:1；利 1-7, 20-22)
1. 五祭: 燔祭，平安祭，(素祭，贖罪祭，贖愆祭)
舉祭，感恩祭，甘心祭，許願祭
2. 十分之一和頭生的(申 12:6,11,17, 利 27:30-32，民 18:8-32)
3. 要在神面前歡樂
4. 不可獻有殘疾的(申 17:1)
5. 顧念利未人(申 12:12,19,13:27-29,18:2-8)
C. 宰牲的條例: 肉可食，血不可吃
D. 潔與不潔之物
E. 警誡勿拜偶像(申 12:1-4,13:1-18, 18:9-14)
1. 除滅拆毀偶像
2. 治死引誘拜偶像者
二. 節期
A. 逾越節(除酵節)
B.
C.
D.

七七節(收割節,五旬節)
住棚節(收藏節)
安息年(豁免年)

三. 立王的指示
A. 神所揀選的人
B. 弟兄中的
C. 王不可為自己加添馬匹，不可使百姓回埃及，不可多立妃賓，
不可多積金銀，抄錄律法書頌讀

申命記
第六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二篇的講述
(C)社會生活的條例(申 19：1－26：19)

一. 十誡與申命記
對神 (道德律法)
1. 出 20：2-3
申 5：6-7
(申 6-11 章)
2. 出 20：4-6 申 5：8-10
(申 12 章)

對人(社會生活的條例－民事律法)
權柄 5. 出 20：12
申 5:16
(申 16：18-18：22)
尊嚴 6,7,8
出 20：13,14,15 申 5: 17,18,19
(申 19：1-22:8)
(申 22：13-23：19)
(申 23：20-24：7)
3. 出 20：7
申 5：11
委身 9. 出 20：16
申 5：20
(申 13：1-14：21)
(申 24：8-25:4)
4. 出 20：8-11 申 5：12-15 權益 10. 出 20：17
申 5：21
(申 14：22-16：17)
(申 24:17－26:19)
二. 尊嚴(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1. 不可殺人
a. 設立逃城(申 19:1-13)
b. 戰爭(申 20:1-20)
c. 死亡(申 21:1-9)
2. 不可姦淫
a. 婚姻家庭(申 21:10-17,24:1-5)
b. 禁止行淫(申 22:13-30)
c. 保持營中的潔淨 23：9∼14
3. 不可偷盜
a. 照顧逃跑的奴僕 23:15∼16
b. 不可向弟兄取利息 23:19∼20
c. 關於鄰舍的出產 23:24∼25
三. 委身(不可作假見證)
a. 窮乏雇工(申 24:14-16)
b. 收割莊稼(申 19-22)
c. 為兄立嗣(25:5-16)
四. 權益(不可貪戀)
a. 窮乏雇工(申 24:14-16)
b. 孤兒寡婦(申 24:17-22)
c. 為兄立嗣(申 25:5-16)
d. 宜滅亞瑪力族(申 25:17-19)
e. 當獻初熟土產(申 26:1-19)

申命記
第七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二篇的講述
(D)咒詛與祝福－基利心山、以巴路山
(申 27：1－28：68)

一.
1.
2.
3.

立石錄律(申 27:1-10)
過了約但河
立起幾塊大石頭，將律法寫在其上
築石壇獻祭(燔祭、平安祭)－申 27:5-8,出 20:4-26

二. 兩山的吩咐(申 27:12-13；申 11:29；書 8:30-33)
1. 基利心山－宣告祝福（西緬、利未、猶大、以薩迦、約瑟、便雅憫）
2. 以巴路山－宣告咒詛（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弗他利)
『啊們』
三. 祝福－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1. 你在城裡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不管在哪個環境
2. 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都要蒙福－屬於你的
3. 你手中所做的，你的筐子啊，你的摶麵盆也要蒙福－你勞碌所做的
4.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出入蒙福得平安
5. 仇敵起來攻擊我們，必被殺敗；他們從一條路來攻擊你，必從七條路
逃跑
6. 你所辦的一切事上，在所給你的地上，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必要臨到你
7. 作首不作尾
四. 咒詛－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咒詛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1. 慢性、長期性、重復性疾病(28:21;22;27;28;34;59;61)
瘟疫、癆病、熱病、火症、瘧疾、瘡、癬、疥、眼瞎
(奇災、至大至重至長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後裔的身上)
2 情緒與精神上的 (28:20;28;34;65)
癲狂、瘋狂、擾亂、心驚、心中跳動、精神消耗、恐懼
3. 不育、經常性流產或相關的婦女病 (28:18)
4. 婚姻破裂、家人疏離(28:32;41;53-57)
5. 窮乏、缺乏（28: 16-19；38-44;47-48）
6. 意外事件、異常死亡或早逝（28:29;49;53;57-58;61;66）

申命記
第八講

劉梅蕾師母
摩西第三篇的講述 －在摩押地
摩西臨終之言與離世
(申 29：1－34：12)

一. 重新立約(申 29:1-30:30:20)
1. 地：在摩押地
2. 人：所有以色列人包括現在的和將來的
3. 約：西乃之約的重申與延續的重點
a. 以色列人若不順從，神便分散他們
b. 以色列人悔改，神必再憐恤救回他們
c. 以色列人從被擄、分散之地被招聚重回應許之地
d. 以色列人必再認識神、愛神、歸向神
e. 逼迫以色列的必受咒詛
f. 以色列將再興盛
4.
二.

生死禍福的選擇？

摩西臨終之言(申 31:1-33:29)
1. 立約書亞為繼承的領袖
2. 將律法書交給祭司傳承
3. 摩西之歌(申 32:1-47)
a. 宣告神的名和屬性
b. 以色列是神的百姓與產業
b-1 地業疆界
b-2 揀選與管教
4. 祝福十二支派

三. 摩西之死(申 34:1-12)
1. 神命摩西登尼波山
2. 神將摩西葬埋
3. 摩西死時 120 歲(眼目沒有昏花，精神沒有衰敗)
4. 摩西其人(申 3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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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華打發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僕，並他的全地，
行各樣神蹟奇事
－在以色列.眾人眼前顯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申命記第一講作業
1. 請說明一下申命記的名字之意？申命記在摩西五經中的重要性？
2. 申命記的主題信息為何？對你有何啟發？
3. 請試著將「約」與先知及列祖的關係說明一下？
4. 請分享本堂課中的期待與最深刻的一點！
申命記第二講作業
1. 請由申命記中 1-4 章中有關地的應許列出
2. 請簡列摩西回顧的歷史.
3. 請分享你由此課中對神的特性有那些新的認識與領受？
4. 你知道神所給你的地業為何嗎?
申命記第三講作業
1. 請寫下十誡, 並分享那些誡命是你最需要來遵守學習的?
2. 我們當如何傳遞神的誡命給下一代？有那些實際可行的方式？
3. 請由 4-11 章中列出幾點守神誡命的祝福？
申命記第四講作業
1. 請由約與以色列人的關係中來分享你對以色列人的認識？
2. 請簡略列出聖殿的觀念?
3. 請由祭司與聖殿的關係中來分享如何應用到現今的生活與教會？
申命記第五講作業
1. 請分享申命記所提到的獻祭有那些條例？對我有何意義？
2. 神吩咐以色列人進迦南後要如何處理偶像之事？求聖靈光照我，
是否仍有需除的偶像？
3. 安息年的意義何在？請簡短分享！
申命記第六講作業
1. 請找出申命記中與家庭婚姻有關的法則，如何運用在現代的生活？
2. 在社會生活的法則中,有那些是我、小組及教會對社會有貢獻的？
3. 請分享你對神所顧念的族類最有共鳴的地方？
申命記第七講作業
1. 請問基利心山、以巴路山位於何處？有何重要之事在此發生？
2. 咒詛與祝福的關鍵為何？請分享一件你蒙受祝福的經歷？
3. 請列出咒詛的六大類？求聖靈光照是否有咒詛在自己或家人、家族
身上？請站在這關口上代求？
申命記第八講作業
1. 摩西在臨終前對以色列百姓的挑戰為何？這挑戰對你有意義嗎？
2. 摩西之歌的重點為何？對你有那些啟發？
3. 請用你自己的話對摩西的一生作個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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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命記中所表明的基督是________
2. 從何烈山到加低斯原是______天路程, 以色列人卻走了 40 年.
3. 申命記中多次強調獻祭的地方是在何處？
4. 申命記的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的意思如何？
5. 請舉兩個例子, 是新約引用申命記中的話語？
6. 請舉三個申命記中的鑰詞並 各找出兩節經文？
7. 律法的精意是何節？
8. 請簡述十誡？如何劃分？
9. 請簡明約的歷史與未來？
10. 連連看
A. 聖約

君王

B. 宣告祝福

以巴路山

聖殿

先知

宣告咒詛

基利心山

聖戰

祭司

11. 神對地界有那些吩咐？( 以色列人與外邦人)
12. 咒詛與祝福的關鍵何在？請各舉三例？
13. 請由社會生活的條例中分享 兩例適用於今的社會？
14. 請分享由摩西身上的學習？ 有那些誡命是你的最愛？
※ 謝謝你在這一季中與我一起研讀申命記，願你我都是愛慕神話語而
蒙福的子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