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申命記》綜覽】──回顧、重溫與前瞻 
【宗旨】本課幫助我們熟悉並掌握《申命記》的內容──神藉著摩西向那將進入迦南地的新起一代，所講

的三次講論，包含：(1)第一篇是回顧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的歷史，記念神為他們所做的大事，勉勵他們

不可忘恩；並提醒他們過去的失敗，警告他們不可重蹈覆轍；(2)第二篇是重申和講解與律法有關的生、

死、禍、福，提醒他們要絕對地順服神所說吩咐的話，為要使他們進居迦南之後蒙福；(3)第三篇是預言

的講論有關神與以色列民所立新約的回顧和展望。同時，也記載了摩西臨終前的重要事件，包括臨別的囑

託，預言之歌和對十二支派的祝福。本書的主要事實──往事的回顧、律法的重述、警告、立約的更新、

臨別的囑託、摩西之歌和祝福；以及主要人物──摩西。 

（一）本書幫助我們認識《申命記》的信息，就是重述神的話語在《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

所講的關鍵點。在聖經的頭五卷中，有五百餘次提到「神說」和「主説」。我們是否注重本書神所

說的話，而其內容對我們又有何意義呢？我們是否以神的話作為生活的引導呢？ 

（二）本書幫助我們認識律法、規條的精髓意義──愛神(申七 9，十 12，十一 1，十三 3，十九 9，三十

6，約十四 15) ，並愛人如己(申十 19;利十九 18)。今日，神與以色列人所立之約對我們有何意義

呢？我們是否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呢？我們是否又願以本書為自己行事為人的規範呢？ 

（三）本書幫助我們認識唯一真神耶和華的作為、律法，以及祂的信實和愛。從本書，我們領會神的所是

和所作有多少呢？ 

【背景】本書的寫作背景相當清楚，以色列人已到迦南邊境。三十八年前，他們已到過這地，只因不信不

順從，不得進迦南，他們就在約但河外徘徊，直到學習了順服。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男丁均在曠野倒斃

了，除了迦勒、約書亞和摩西，都是新生的一代。現在傳授律法的摩西在將要離他們而去之前，招聚百

姓，給他們遺訓。 

本書按希伯來文聖經本書原名是取自一章 1節的頭兩個字：elleh haddebarim，意思是：「這些就是所說的

話」，它也常被簡稱為「話。英文聖經 Deuteronomy乃源自七十士譯本所命名 Deuteronomiun，意思是

「第二律法」，不過這書並非「第二個律法」或「律法書抄本」，乃是西乃山所頒佈的律法之重複及申

明。中文聖經「《申命記》」意即如此。此書的確是神誡命之重申，是對新的一代以色列人重新傳遞並解

釋律法的精意。摩西著作這書的證據處處可見。本書好些地方說明是由他執筆(一 1～6，四 44～46，二十

九 1，三十一 9，24～26)。至於第三十四章所載摩西之死，一般的學者多以為極可能是摩西的承繼人約書

亞所補上的跋。本書寫作地點在摩押平原，時間大約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訓話完畢(一 1～5)至死前的一段

日子，時為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十一月間。本書乃緊接《民數記》後，其寫作時間，不過兩個半月。本

書的內容所包括的時間約有四十年，自主前 1491年起，至主前 1451年止。 

【本書的重要性】 

（一）本書是神藉著摩西的呼聲，提醒以色列人要來聽祂、愛祂，並且來順服祂，好使他們得以享受那美

地的豐富，福樂和基業。本書可以說是回顧神已為以色列人所做的大事；亦是建立神人之間和人與

人之間愛的關係的準則；又是生活行為的規範；並且是教導兒女信靠神的教材。因此，任何人若想

要知道蒙福人生應有的方向，並且進入屬靈生活的得勝、豐盛及喜樂，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有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重述神所曾說過的話。神這樣重覆的宣告，目的是其麼呢？祂要我們

明白祂的心意是甚麼呢？約伯記三十三 14：「神說一次、兩次，世人卻不理會。」此外，詩篇六

十二 11：「神說了一次、兩次，我都聽見，就是能力都屬乎神。」馬太享利講得好，「神說一

次，我們宜聞兩次，宜聞多次。」我們今日是否也需要神不斷的重覆提醒？因此，當我們面對神寶

貴的話語，應單單聽祂的吩咐，並以愛和順服來回應，而領受神的祝福。 

（三）本書大部分內容是摩西的講話。摩西正如一位老年慈父對他心愛兒女之臨別贈言，確實感人之心、

動人之情、壯人之志、堅人之信。他對以色列人諄諄告誡和勸導，好使他們在所賜迦南地為業的地

方，蒙神賜福；並且遠離偶像，成為以耶和華為神的聖潔選民。因此，這本寶貴的一卷書，是值得

我們細心研讀如何在「生與死」、「福與禍」之間作正確的選擇。 

（四）本書從多個方面來介紹神是如何的一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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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祂是獨一的真神，是忌邪的，是聖潔的。祂是守約信實的神。祂向列祖應許他們後裔要得迦南地

為業(申一 8，四 27～31，六 23，七 9，九 5～6，24，三十一 21)； 

(2)祂是一位大能的施恩拯救者，以色列人在曠野四十年都蒙神的保守和得神的恩典，生活上沒有缺

乏 (八 4)； 

(3)祂更是一位愛的神，神愛他的百姓，在這卷書首次清楚言明，不單只說祂愛以色列人，並他們的

列祖，而且是不断重複和強調(申四 37，七 7，8，13，十 15，二十三 5，三十三 3)。 

因此，由此可見這卷書是何等的重要。 

【如何讀《申命記》？】 

（一）請把本書先由頭至尾讀一遍至兩遍，明瞭全書所記的重要事實，並深入默想所啟示的屬靈意義。本

書有重複的提醒，有詳細的解釋，以及有持續不斷的勸告。所以讀本書時，「要聽……學習……謹

守遵行」 (五 1)。 

（二）本書內容大部分是記述摩西所講的史實和事蹟，與《出埃及記》和《民數記》之內容相關，所以必

須將這三卷書先後對讀；並且參讀《利未記》，这样對於神所頒之戒律，獻祭潔淨之禮，就可全然

了解其重要性。 

（三）詳細查考律法、規條的精髓意义。藉着了解「律法」(torah)包括「教訓」(申六 6～9)和「法律」

(申七 8～13)，使我們明白其中「最大的」誡命就是愛(六 5，可十二 29～30)，叫我們因此全心全

意地回應祂的愛(六 5；十 12；十一 1，13， 22；七九 9；三十 6，16，20)。 

（四）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 

(1)《申命記》是怎樣分段的？而本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主要事實和人物是什麼？ 

(2)試述律法的精意。在什麼基礎上建立神人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3)神既曾經在西奈山與以色列人立約，為何還要在摩押平原與以色列人立約？二者的區別是什麼？ 

(4)試述摩西的生平。在本書最後四章中，記載了摩西哪些重要事件？ 

(5)試述主耶穌受試探時，曾引用本書中哪三節經文？此外，主耶穌在回答律法師有關最大的誡命

時，曾使用本書中哪節經文？ 

【本書鑰節】 

「以下所記的是，…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都曉諭他們。」(申一 1～3) 本書大部分為

摩西去世前數十天中「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的記錄，包括了《出埃及記》、《利未記》

和《民數記》中所記載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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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四 1) 本節的「以色列人哪，…你們要聽從遵行」，是貫串全書

的呼聲 (五 1；六 3；九 1；二十 3) 。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進入迦南地之後，要聽從遵行耶和華神的律例

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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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六4～5) 

為了享受神所賜的應許之地，摩西在此指出律法的精義乃是承認「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申六 4)，

同時強調第一條且最大的誡命就是「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六 5；十 12；十一 1，13，

22；十九 9；三十 6，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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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十

九 1) 神與以色列人在三十八年以前曾經在西奈山立約 (出十九～二十 21) ；但是，在摩押平原，摩西重

申、解釋和說明神所賜的律法。在此所立的約，解經家稱之為「巴勒斯坦之約」，乃是神在權能憐憫中的

管治，可說是以色列人進迦南地的條件。因為以色列人破壞了神在西乃山與他們所立的約。因此，在他們

進入應許地之前，摩西提醒他們要蒙受神的賜福就須順從神，否則就會受嚴厲的管教。 

「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作見證；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

活。」(申三十 19) 摩西激勵以色列人，將生死禍福陳明，且要求他們選擇生命。摩西要他們認識選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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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福的意思就是：愛耶和華你的神，遵行祂的道謹守祂的誡命、律例、典章(16節)；選擇死與禍的意思

就是：心裏偏離不肯聽從，被勾引去敬拜事奉別神(17節)。 

【本書鑰字】「聽從」(申四 1)──按原文 Shema，含義為注意或留心聽而聽從，是摩西為鼓勵以色列人

「聽從」神所說吩咐的話(五 1，六 3、4，九 7等)。這卷書顕然指出以色列人是否得祝福，或受咒詛 

，一切都以是否「聽從」神的話。神所要求祂的子民的就是「聽從」，因為：(1)他們是屬神的，是神的兒

女(十四 1～2)；(2)祂愛他們(四 37，七 7～8)；(3)並且要保守、興旺、又賜福給他們(四 40，五 29，六

2～3，24)；(4)祂曾用奇妙的恩典和慈愛對待他們(四 7～8，五 6，四 33)。 

本書其他重要的字，包括：愛(四 37，27次) ，記念(五 15，13次)，謹守(四 16，13次)，和約(四 13，

15次)。 

【本書簡介】神藉著摩西向新生的一代，覆述祂在過去如何恩待色列人，可是他們多次埋怨、謗瀆、背叛

神，所以都受了審判，倒斃在曠野里。現在摩西也唯恐他們在進入迦南後，把那應許的神忘卻，故重新申

述神的誡命，用過去的事實來教導、勸戒、勉勵那新起的一代，叫他們不忘神的恩典與作為，應該記念神

奇妙的恩典和大能的作為，並絕對地順服祂所說吩咐的話，這樣才可以在那應許之地能得著基業，過豐盛

蒙福的生活。 

【本書大綱】本書共三十四章，聖經學者對本書各有不同的分段方法，茲依摩西所作的三篇講論，分為四

段如下： 

(一) 摩西第一次的講論(一～四 43)──歷史的回顧； 

(二) 摩西第二次的講論(四 48～二十八)──律法的溫習； 

(三) 摩西第三次的講論(二十九～三十四)──預言的講論； 

(四) 摩西之死(三十四)——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本書內容摘要】《申命記》前部是歷史，中部是律法，後部是預言，包含摩西的三篇講論：(1)回憶神

過去的愛(一～四章)；(2)說明神現在的愛(五～二十六章)；(3)預言神將來的愛(二十七～三十四章)。全

書可分為四段如下： 

(一) 複述神的作為(一～四章)──這裡清楚交代了申命記的背景。新一代以色列人經過四十年曠野生涯，

現今來到約但河東曠野。摩西向他們重新複述神的作為，叫百姓不忘神恩:神怎樣在西乃山曉諭並

引導。當日子滿足，帶領他們北去經過以東及摩押之地，先後大敗希實本王及巴珊王並得其地土，

成了兩個半支派之產業。摩西雖不能進美地，但神叫他囑咐約書亞續其職。在第四章摩西陳述神對

以色列人特殊的揀選與拯救並在曠野的帶領與預備，將神對他們列祖有關後裔與地的應許重申，叫

他們信靠順服神和聽從他的話，不可拜偶像，因為他是獨一的神。 

(二) 回顧與前瞻(五～二十六章)──五章摩西開始重提神的約，先說出神拯救的恩典，百姓要過與十誡

相符的生活，好與所蒙之恩相稱。他多次鄭重勉勵呼喚百姓要記念神的恩，謹守遵行神的一切誡命，

題醒他們所蒙之福是外族比不上的，所以不可敬拜別族的神，更要滅絕迦南七族，免得沾染其邪惡

的宗教和道德。八章和十一章也提到迦南地在神祝福之下的肥美及豐富的出產，只要百姓聽命守約

就蒙福，違命背約就遭禍。此段可以敬畏、盡心來愛、遵守等字為中心。 

十二章至二十六章是有關律例典章主體的記載，是百姓在進去神所賜為業之地以後該有的生活

規範。 

(1) 宗教方面(十二～十六章):這是有關敬拜的禮儀，後段特別題醒百姓注意守逾越節、七七節和

住棚節，好使他們不論階級都要記念神的恩。 

(2) 國家政治方面(十七～二十章):這段對在位任權的，任聖職的，有關刑罰制度，並爭戰的都有

明文的法規。 

(3) 社會道德方面(二十一～二十六章):有關家事，貞操潔淨之事，各樣民事並獻初熟產物之規則

和處置之法，在此都有詳言。 

(三) 立約為記(二十七～三十章) ──二十七章摩西命百姓過約但河時要立石，寫上神律法為記念，後

提及祝福和咒詛之道。二十九章有立約儀式，其中重提出埃及經曠野的救贖歷程。最後加重語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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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祝福咒詛之道，並向百姓挑戰，好叫他們謹守遵行神的話。 

(四) 摩西遺言及附錄(三十一～三十四章) ──三十一至三十三章乃摩西臨別肺腑之言，為全書之高峰。

他先勉勵約書亞，並囑咐祭司、長老要定期念律法書給百姓聽，叫他們遵行，繼作驪歌，見證神始

終如一的信實，是讚美、感恩訓誨之結晶。末了宣告訣別，為以色列各支派提名祝福，內中更預言

他們每支派將來之際遇，在後來日子中，逐點應驗。附錄記摩西登尼波山遙望迦南地後死去，並為

神所葬，約書亞續其職。 

【本書特點】 

（一）本書是一卷「溫習的書」，因為它使以色列人溫習過去所走的路程，溫習過去所有的經歷，溫習過

去所參与的爭戰，特別是溫習過去所領受的律法。摩西一直要神的子民記念，追念已往，藉此引發

前面積極的行動。我們也應常常追念神的救贖，數算主的恩典，這叫我們不但更認定神的信實，並

且產生深遠的果效，用忠信和順服來回應神的信實和話語。 

（二）本書一再重複神的律法(包括誡命、律例、典章)，進一步提及神與人因這些話所立的約。神是先拯

救，後向祂的百姓藉律法與立約顯明祂的心意。律法的內容乃是幫助他們過一個與蒙召、蒙救贖大

恩相稱的生活。無論是祭司、長老、平民百姓(申二十七，三十一)，甚至將來的國君(申十七 18，

19)，都要唸、聽和遵守。這也是神子民蒙福之道，反之就是禍。但願神的話今天讓祂的子民「記

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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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六 6～9)。這樣我

們的思想、話語、行事、為人、家庭、生活、向外見證等，都把神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三）律法中最突出的禁戒項目是有關拜偶像和外族風氣。很多處(尤其是四章和十三章) 都提及此事。

神嚴禁他們為神立像(四章)，必須滅盡迦南偶像，不可隨處敬拜、模倣外族人獻祭之法(十二章)，

要治死那引誘百姓拜像之人甚至整個城邑(十三章)，不可立任何像(十七章)，禁戒異教一切邪術等

(十八章)，可謂巨細無遺，足見神對這些事之重視。人要儆醒、自潔不可沾染污穢及習上外邦風

俗。這原則對我們同樣適用，新約聖徒對此也應受教並遵行有關原則：遠離偶像，不要愛世界，從

世人中出來，與他們有分別;另一方面，神的子民也當慎防驕傲，免得離棄神，膜拜偶像(為自己做

像)(申八 11～20，二十八 47，二十九 19，三十二 15～27)。 

（四）本書啟示「神的愛」。自《創世記》到《民數記》中，從未提過「神的愛」這些字眼，但「愛」字

貫通本書，共出現超過 27次。在此以前，神以事實給人看見「神的愛」，如今則藉摩西清楚說明

神與人的關係是愛的關係，並論人與人以愛為關係，這是律法的總綱(太二十二 37～40)。本書

論：(1) 追溯神巳過的事蹟——回想神以往的愛(一至四章)；(2)重申當守的誡律——說明神現在

的愛激動人的愛(五至二十六章)；(3)預言將來的境遇——神仍愛那失信之民(二十七至三十四

章)。「神的愛」(五 10，六 5，七 9，十 12，十一 11，十三 3，十九 9，三十 15～16、19～20)是

我們順服神命令的基礎，也是愛人的動力。因此，愛神的人不覺神的律法會太嚴，也不覺愛人會太

難。但願我們因著祂的愛，對祂也該有回應(約壹四 19)，而愛祂且遵守祂的話(申七 9，十 12，十

一 1，十三 3，十九 9，三十 6，約十四 15)，並愛人如己(申十 19;利十九 18)。 

（五）本書記載以下的囑咐：(1)為王者須親自抄錄這卷書，並終身誦讀不已(十七 17～19)；(2)以色列

人進入應許之地後，要把這律法寫在石頭上，並明白曉示於百姓 (二十七 2～3)；(3)每七年在住

棚節時，必向百姓重申這卷書(三十一 9～13)。由此可見本書是何等的重要！ 

（六）本書是勝過魔鬼、勝過試探的利器。我們的主在曠野中受試探時，祂曾三次引本書的話戰勝魔鬼的

引誘(八 3，六 16，13，十 20)。我們的主對付律法師的試探時，也是引本書六章五節──那最大

的誡命。並且這卷書是摩西五經中最多被新約直接或間接引用的(超過 80次) 。 

（七）本書最後四章特別記載摩西最後的言行，包括勸勉約書亞和利未人，歌頌神，祝福十二支派，登尼

波山離世。一位聖徒說得好，「從沒見摩西像在《申命記》中表現的那麼尊貴、壯麗。他生命最後

的一頁是寫得這樣華美、浩瀚。一種靜靜的真誠，至情至性的說服力，對真神的尊敬虔誠，其動機

的純一不雜，目的之大我無私，叫人不得不肅然聆聽，無怪乎神為《申命記》寫卷後語時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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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色列中再沒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申三十四 10)」摩西一生後

四十年為神所用，《申命記》誠然是他的遺囑。我們從中不但看出他的口才，更能隨處看出他是抱

著何等的熱愛和忠誠，向以色列人諄諄勸導，足以警惕、感動人心，激勵心志，堅固信心。他自己

雖不能入迦南，卻不求自己好處，只求以色列人好處，為他們的緣故勉勵約書亞繼續他的工作，他

對神尊敬虔誠，對人大公無私，動機純一不雜，他所寫的最後一卷書，叫人不得不肅然聆聽，像一

位年老的慈父對他心愛的兒孫臨別贈言。無怪神親自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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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十四 10)並且這卷書是摩西五經中最多被新約直接或間

接引用的(超過 80次)。但願我們讀他的書，一面效法他在神手中所模成的生命和行事為人;一面也

接受他的勸戒:「愛神，敬畏他，聽從他的話。」 

（八）本書包含豐富的預表和預言。 

(1) 基督被掛在木頭上受咒詛:聖經在本書中首次論到「將祂掛在木頭上」，隱約指出基督將如何

死，祂的身體不留在木頭上過夜，當日埋葬，因祂受的刑罰，是替我們在神面前受了咒詛(申

二十一 22～23；約十九 31；加三 13)。 

(2) 基督來作先知的預言:因書中明言「給你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基督來到世上時，曾被眾人認

識，見證祂是先知(申十八 15～18；徒三 22～23；太二十一 11；約四 19；六 14)。 

(3) 對於以色列人的預言：自從進了迦南地以後，他們要如何不信、離棄神、招受災禍、分散天

下，後來要如何悔改，主要降臨招回以色列人，最後他們必得復興、蒙大福。 

【默想】 

※ 「《申命記》主要為迦南地的選民作為永遠生活與福利的基礎。」──佚名 

※ 「《申命記》是舊約裡一卷偉大的書卷。歷代以來，它對家庭和個人信仰的影響，並不下於聖經裡任

何一卷書。新約引述本書超過八十次，因而屬於早期基督徒常引述的四卷舊約書卷(《創世記》、

《申命記》、《詩篇》和《以賽亞書》)之一。」──譚普信 

※ 「《申命記》中滿載勸告，這特色可以用第五章 1節的幾個動詞來總結：『你們要聽……學習……謹

守遵行。 』本書是一個解釋，一種提醒，以及一篇持續不斷的勸告。」——馬唐納 

【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何等的感謝讚美祢，賜給我們《申命記》！求祢藉著這本書向我們再說話，叫

我們來聽祢、愛祢並且來順服祢。父啊！願祢的話語帶來新的啟示和意義，叫我們在「生與福」、「死與

禍」之間作正確的選擇。奉祢兒子寶貴的名。阿們！ 

【詩歌】《聖徒詩歌》第 364 首》 

當我與主同行，在祂話的光中，何等榮耀照亮我路程； 

當我肯聽命令，祂就充滿我心，信而順服者主肯同行。 

〈副歌〉信而順服！因為除此以外，不能得主喜愛，惟有信而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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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大綱】 

往後看 往前看 

1-11 12-34 

紀念神所行的 紀念神所命的 紀念神所定的 紀念神所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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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押 

｜ 

再 

取 

以 

總 

論 

為 

引 

言 

重 

申 

律 

法 

之 

精 

義 

勸 

民 

畢 

生 

遵 

守 

毋 

忘 

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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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 

神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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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於

國家

方面 

： 

神 

是 

公 

義 

的 

關於

社會

方面 

： 

神 

是 

愛 

德 

的 

祝 

福 

與 

咒 

詛 

摩 

西 

之 

驪 

歌 

摩 

西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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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時 時 時        勸勉 作歌 作歌  

期 期 期    12 

-16 

17 

-20 

21 

-26 

 31 32 33  

1 2 3 4 5 6-11 12-26 27 

-30 

31-33 34 

歷史 律法 律例 立約 贈言及預言 訣別 

1-3 4-11 12-30 31-34 

重溫歷史 重溫律法 信息 附錄 

神在歷史中的信實 神在應許中之信實 

檢討過去 展望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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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中的主要地方

 
《申命記》記載以下的主要地方: 

（一） 在西乃 (一～十 10)──西乃山 

（二） 往摩押 (十 11～二十一)──何珥山 

（三） 在摩押 (二十二～三十六)──尼波山 

 

 

(1) 西乃山(Horeb)，今日皆稱之為摩西山，是西

乃半島南部的第二座最高，卻是最壯觀的

山，其高度為 2285 公尺，山之位置正對著

面向西北方的一個大的平原，可容納多人聚

集。 

(2) 何烈山(Horeb)又名叫西乃山，而且這兩個名

字常常互用，但是兩者之間仍有些分別，何

烈山多數是指一條山脈，西乃山只是指一座

山或一個山峰，何烈山脈現今可確定是西奈

半島南部的一大群山，現名 Jebel et-Tor，其

中有三座高大的山峰，次高的一座名叫摩西

山 Jebel Musa。 

(3) 尼波 (Nebo)，大部份的學者認為今日的 

Jebel En-Nebu 山即是尼波山，是亞巴琳山脈

中的一個山峰 ，山頂的高度約為 853 公

尺，高出死海的水面約 1202 公尺，故其視

野甚佳， 

(4) 何珥山(Hor)位置不明，可能是迦巴勒以北，

利巴嫩山脈中，西北方靠海岸的某一個山

峰。 

(5) 摩押平原(Moab)是指約但河東，死海的東北

方上的一小塊平原，與耶利哥相對，包括伯

耶施末和亞伯什亭在內。 

(6) 亞拉巴(Arabah) ，希伯來文中「亞拉巴」的

意思就是約但裂谷，包括從約但河的發源處

直到死海之南端，更包括了從死海南端延至

阿卡巴灣的谷地，全長約達 460 公里，申二

8中的亞拉巴，是指加利利湖的死海之間的

約但河谷。 

《申命記》開首，以色列人就在約旦河東、摩押

地的亞拉巴安營。他們渡河進入應許之地前，摩

西給他們一篇振奮人心的講話，告訴他們以後要

怎樣生活。摩西臨死時登上尼波山。雖然他不能

進入應許之地，神仍讓他從尼波山頂看見應許地

的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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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生平──他的一生可明顯地劃分為三個時期： 

(一) 第一段時期──埃及王子摩西 (出二 1～15a，共 40年) 

1. 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 (二 1～10)  

(1)出生和隱藏(二 1～4)  

(2)得救和被收養(二 5～10)  

(3)教育和蒙啟發(徒七 22～25 ) 

2. 中年時代 (二 all～15a) 

(1)殺了一個埃及人(二 11～12)  

(2)激怒希伯來兄弟(二 13～14a)  

(3)害怕而逃離埃及(二 14b～15a) 

(二) 第二段時期──米甸的牧人摩西 (出二 15至四 28，共 40年) 

1. 家庭生活和牧人生活 (二 15b～22)  

(1)抵達米甸(二 15b) 

(2)保護流珥的女兒們(二 16～20)  

(3)娶西坡拉為妻(二 21～22) 

2. 神的呼召和託付 (二 23至四 28)  

(1)法老繼續殘酷壓迫以色列人(二 23～25) 

(2)呼召摩西做拯救工作(三 1～10)  

(3)摩西的推辭和神的回答(三 11至四 17)  

(4)摩西對神旨意的降服(四 18～28) 

(三) 第三段時期──在曠野的先知摩西 (出四 29至申三十四 12，共 40年) 

1. 從埃及到西乃山 (出四 29至十九 2)  

(1)與法老的衝突(四 29至十二 36)  

(2)西乃山之行(十二 37至十九 2) 

2. 在西乃山暫留 (出十九 3至民十 10) 

(1)以色列民族的組成(出十九 3至利二十七 34)  

(2)營地的安置(民一 1至十 10) 

3. 從西乃山到什亭 (民十 11至申三十四 12) 

(1)從西乃山到加低斯巴尼亞(民十 11至十九 16)  

(2)從加低斯到摩押平原(民二十 1至申三十四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