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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3 愛的叮囑小組教材 
戰勝巨人的恩膏 

（生命河敬拜讚美系列---神機會的風） 

 

面對生命的困境 心中充滿徬惶與恐懼 

重重難關圍繞著你 好像巨人在你面前 

 

你要堅定地相信 神的應許已為你預備 

只要禱告  不要懼怕 

舉目仰望得勝的神 

 

那戰勝巨人的恩膏 已經從天上降下來 

要抓住神應許  勇敢面對 

因神與你同在 

 

那戰勝巨人的恩膏 已經在前為你開路 

你要剛強壯膽 憑信心向前行 

全能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 

（以斯拉---我們一起禱告吧） 

在祂沒有什麼難成的事 垂聽我們一切祈求 

保守我們所有思想 

加添我們力量 和我們的盼望 

 

信時上帝是我的主我的神 

祂全然改變我所有的煩惱苦痛 

曾經不可能成為可能 曾經死的人如今復活 

誰也不能勝過全能主上帝 

 

依然順服神的話語 將網撒在水深之處 

你看祂今日為你成就 何等偉大的事物 

 

依然順服神的話語 將網撒在信心之處 

信靠主耶穌 在祂凡事都能 

 

經文：申命記一章 1-3 節，四章 1-2、5-9、32-40 節 

前言：弟兄姐妹平安，我們靈修的進度來到了申命記，所以今天牧師要花一些時間來介紹申命記，

並且今天的信息會著重要 1-4 章。祈求上帝藉著祂的話語彰顯祂的同在和心意，使我們都能夠領受

上帝美好的祝福，不斷的被提醒更新，成為順命的兒女，走在上帝的心意當中，進入我們的應許之

地，得著更豐盛的生命，使我們日子長久，兒孫蒙福。 

有一句話說：「重點不是起跑點上有誰，而是誰跑到終點」。我們已經出了埃及，但我們要進入我們

生命的應許之地，就是神要我們得著豐盛美地--就是生命豐盛的狀況。這是一段生命的旅程，讓我

們藉著對神全然的信服，一起得地為業。 

一、申命記相關及寫作背景 

◎摩西五經的命題 

五經原是一卷，分開五卷為了方便宣讀 ，希伯來文的名稱。 

創世記   起初  萬物起源、以色列民族產生  

出埃及記 名字  按民名字救贖及頒佈聖民律法  

利未記   呼叫   呼召作敬拜及分別為聖的生活  

民數記  在曠野 人悖逆但神信實 曠野漂流生活  

申命記  所說的 將進應許之地命過新生活準備  

◎有關作者摩西這個人 

申 1：1-3 以下所記的是摩西在約但河東的曠野、疏弗對面的亞拉巴─就是巴蘭、陀弗、拉班、哈洗

錄、底撒哈中間─向以色列眾人所說的話。 

（從何烈山經過西珥山到加低斯巴尼亞有十一天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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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話都曉諭他們。 

從聖經來認識摩西這個人： 

 以色列史上舉足輕重的代表  

 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眾人（民十二 3）  

 與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人（申三十四 10）  

 在以色列全家盡忠（民十二 7）  

 遇到挫折困難，總回到神面前求（出五 22-23)  

 遇到百姓犯罪惹神忿怒總作代求（民十四 13-19)  

弟兄姐妹如果您是摩西，不能進入應許地，此時心情如何？摩西是多麼期待可以進入， 又將面對離

世之時，您會向以色列全眾說什麼？  

 

◎申命記 Deuteronomy 

  本書第一節「所說的話」，記載摩西重申神立約的話 

  全書敍述：四十年後摩押平原，摩西最後遺言：順服  

 分段結構若以摩西的幾篇講道為主，包括敍事與詩歌  

 

申命記是一本什麼書，簡單的說就是 

1. 重拾歷史  

2. 重申立約  

3. 重新教導  

4. 讚美祝福 

 

申命記是從希臘文「第二部律法」而來，不是重複第一部律法，而是重新解釋，並且重「申」西乃

山「命」令。記載摩西在摩押向以色列人所做的一連串指示。那時候，以色列人已經到達漫長旅程

的終點，正準備進佔迦南。 

◎為何稱第二組律法 

讀這卷書的時候，首先會驚訝地發現，不只是出埃及記有十誡，這卷書也再度提到了十誡。出埃及

記二十章和申命記五章，兩次提到了十誡。所以這卷書才會取名為「第二組律法」。為什麼要再一次

提到十誡呢？而且不只十誡，全部 613 條摩西的律法都再度提到。這些律法在出埃及記和申命記都

重複出現，為什麼呢？答案可以在民數記中找到。申命記是出埃及記之後 40 年才寫的。出埃及之後

40 年，在那 40 年的期間，年長的一代全死了。當初離開埃及、走過紅海，來到西乃紮營。第一次

聽到十誡的成年人全都死了。因為他們很快就違背律法，不聽也不相信神的話。上帝說：「你們不能

進應許之地。你們要在曠野漂流 40 年，直到全部的人死亡。」所以年長的一代都死了。這是一件令

人婉惜的事，當初過紅海、在西乃山紮營的新一代都還是小孩子。他們當中很多人根本就不記得上

一代離開埃及的這段歷史。所以現在新的一代必須要重新聽到這些律法。新的一代必須自己再一次

跟上帝立約。今天也是一樣，我們的子女必須自己面對上帝，自己跟上帝立約。因為上帝沒有孫兒

女。應許不能繼承，你必須要自己進入上帝的應許。你的父母、祖父母或祖先，也許已經進入上帝

的約。但這不表示你已在上帝的約中。所以我們要為我們的下一代禱告，讓他們也親身經歷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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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立約，進入上帝的應許。 

 

 

◎申命記大綱： 

（Deutero-第二  Nomos-律法） 

1. 過去：回顧（1:1-4:43） 

a. 責備先民的小信（1:6-3:29） 

b. 勸勉百姓信靠神（4:1-43） 

第一段式回顧過去 40 年和之前的歷史，回顧先祖的事摩西追述四十年來經歷的重大事件，提醒人民

要記得 神怎樣帶領他們經過曠野，並且懇請他們要順服 神，對祂忠心。 

2. 現在：宣示律法（4:44-26:19） 

a. 基本原則：專心愛主（4:44-11:32） 

b. 詳細法律內容（12:1-26:19） 

第二段式談到現在，再度向他們宣布律法。摩西重申十誡，強調第一誡──勸人民只敬拜 神。然

後他申訴將來以色列人進 神應許之地後應該遵守的律例。在 4 到 11 章說明基本原則就是專心愛

神，在 12 到 26 章說明詳細的內容。 

3. 未來：賞善懲惡（27:1-34:12） 

a. 重申盟約（27:1-30:20） 

b. 指定接班人（31:1-34:12） 

摩西提醒人民，神跟他們立約的意義，勸他們重新立志，履行約的義務。 

約書亞被立繼承摩西為以色列人民的領袖。摩西說，我帶你們出埃及，約書亞會帶你們進應許之

地。你們進去後，要站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這兩座山上。宣讀這些律法而且好好遵守，上帝會帶

你們進去。 

 

所以不管摩西是提到以色列的過去、現在、未來，他期待以色列百姓知道：他們所信的上帝是何等

愛他們的上帝，讓以色列百姓感受上帝的愛，並且他也期待以色列百姓能夠盡心、盡性、盡意、盡

力來回應上帝的愛。上帝最主要透過摩西、透過申命記要告訴以色列百姓的，就是要他們認識上帝

是愛他們的上帝，也要以色列百姓來愛上帝。 

 

二、「愛的叮囑」 

本書的主題是 神拯救並賜福給祂所愛的選民：所以，祂的子民必須牢記 神的恩，愛祂，順服

祂，好保留生命，不斷地蒙福。 

第六章 5 節：「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是本書的重要經句。耶穌認為這是一

切誡命中最重要的一條。 

所以我給申命記一個主題叫作「愛的叮囑」：上帝愛他們，他們也要愛上帝。上帝對他們所說的話都

是愛的提醒、愛的叮嚀，這是申命記的中心思想。事實上，這也是整本聖經的中心思想：要告訴我

們上帝何等愛我們，並且上帝期待我們怎麼樣來回應祂的愛。新約的作者─包括耶穌─也常常地引

用申命記的經文，申命記在整本聖經裏面是很重要的一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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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叮嚀：信靠遵行上帝的話 

當我們了解整卷申命記的背景、綱要、主題之後，緊接著我們要查考申命記第一段，一章到四章，

主要在敘述摩西對以色列百姓講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歷史。這一段，摩西要帶給以色列百姓的信息是

甚麼呢？申命記四章 1-2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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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列祖之上帝所賜給你們的地，承受為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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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上帝的命令。」接著，39-40

節：「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記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華祂是上帝，除祂以外，再無別神。

我今日將祂的律例誡命曉諭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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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所賜的地上得以長久。」 

律例典章”指的是全部律法，民、刑法都在宗教的教導範圍內。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得到新土的條

件，是遵行律法。 

神的啟示完美無缺，必須完全遵行，不可增刪（參十二 32；箴三十 6；傳三 14）。新約時代，信徒

也受到嚴厲的警告：聖經為神的話語，不可有絲毫更易。 

摩西在一章到三章很快回顧了以色列在曠野的歷史，到第四章的時候，為五章到廿八章做了一個引

言，摩西在申命記所有講道的目標只有一個：期待以色列百姓來聽上帝的律例典章、聽上帝的話。

摩西在這段經文提到，聽上帝話的人才可以進入迦南地承受應許、得著福分，並且日子可以活得長

久。聽上帝的話是如此地好，可是以色列人未必願意聽從。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經全部在曠野倒斃

了，然而眼前這新的一代，跟他們的前人其實差不多，老摩西一定已經預想到，所以他三令五申，

做這樣愛的叮嚀。 

今天我們能夠來讀上帝的話、聽上帝的話、遵行上帝的話，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要有信賴

的心。 

「關係」要先於「頭腦的知識」， 

弗 4：13-14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

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

從各樣的異端。 

◎能夠信靠的關鍵：看見上帝的作為 

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有一句名言：「人類其實從來沒有從歷史裏面學到功課。」以

色列百姓從他所講過去這四十年的故事裏面，看到耶和華上帝的作為，讓他們知道上帝是與他們同

在的上帝。當一個人看到上帝的作為的時候，這個人的信心會被挑旺起來。摩西對以色列百姓傳講

過去四十年上帝怎麼樣帶領、恩待以色列百姓，不管他們怎麼悖逆，上帝都在帶領他們。 

 

◎見證會幫助我們看見上帝的作為 

最近對這節經文特別有感動。珥 2：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我們的兒女要說預

言，你們的老年人要作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上帝會賜藉著異象、異夢、預言引導我們，並提醒我們要注意的事，祂認識祂的教會，也愛他的

教會，他的旨意不能攔阻，都要成就。 
記得十年前吧！我作了一個夢，到現在似乎有一些應驗了。 
有關教會的異夢見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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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堂副主委見証。 
羅 8：28 神能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著益處，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們的認知會告訴我們要眼見為憑，但其實是要先相信才會看見。很多時候我們不相信，但當

我們聽到有人作見證，我們得到信心，去實行了以後，就會因此明白原來聖經的話是真實的！要對

上帝有信賴是關係的問題，不是頭腦認知的問題。我們非常需要弟兄姊妹常常為主作見證，透過見

證讓大家對上帝產生信賴的關係。 
◎除去信靠上帝的攔阻 
許多時候我們沒有辦法信賴祂、遵行祂的話，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的罪跟我們的重擔。希伯來書十二

章 1 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

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最好的故事、最好的見證就是耶穌十字架的故事，因為在十字架上，我們知道上帝是真正愛我們

的上帝。聽別人見證的時候，有時候會讓我們有一種感覺：「他比較好，所以上帝愛他、醫治他，而

我比較差、比較爛，所以上帝不醫治我。」可是當我們講到「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的故事的時

候，我們會知道上帝在耶穌基督裏面真的愛每一個人。羅馬書八章 32 節：「上帝既不愛惜自己的兒

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我們知道上帝真的愛每一個

人，因為祂毫不保留地把很多好東西都給我們，甚至是祂的獨生愛子耶穌。所以我們不要胡思亂

想，我們遇到苦難、困難的時候，最容易覺得上帝不愛我們；當我們裏面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就

很難信賴祂、聽祂的話。 
很多時候遇到苦難、身體疾病、人際關係、工作、經濟上各樣的重擔，到一個地步，我們裏面充滿

了傷、充滿了難過，就會不想讀經，不想去聽、也不想遵行上帝的話。可是當我們想到十字架，就

有一個保證，就會有一種信心，因為耶穌已經打破罪的咒詛，祂帶領我們經過苦難，因為祂真的愛

我們。祂是守約施慈愛的上帝，祂不會把我們當掉，祂不會失誤。祂是很真實地愛你、愛我，讓我

們有信心。 
結論： 
在這卷書中，摩西對新的一代詳細說明上一代失敗的主要原因，乃是因著他們的不信。所有的不

順服和失敗，都是因著不信所引發的。他們知道有上帝，他們也親眼看到並經歷到上帝奇妙偉大的

作為，但他們仍然存著不信的惡心，結果他們都倒斃在曠野，不得進入應許之地，享受上帝的安

息。這真是悲慘的經歷啊！看見上一代的失敗，新的一代應該有敏銳的反應，不叫自己再走上不信

的失敗道路。這是我們讀歷史應該有的警惕，因為人生只有一次，因為人生不能重來，上帝不要我

們重蹈失敗的覆轍，祂將這些事記載下來，成為我們的借鏡，好讓我們每一次在面對兩難的抉擇

時，能夠以祂的心為心，思念屬天的產業，就能避禍趨福，做出正確的抉擇，活在祂的應許裏，好

讓我們得著滿足的喜樂。 
讓我們記住上帝的叮囑，愛慕上帝的話、保守我們的心，讓我們常在上帝的愛中，領受祂的同在，

除去我們的罪和一切的重擔和攔阻，上帝愛我們，為我們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捨命。他要我

們蒙福、得更豐盛的生命，進入命定得著應許。我們要相信他、不懷疑他的愛和信實。 
詩歌：全能的主上帝是我的神 

【小組分享和討論】 
1. 請分享信息中最感動的一段話和一句話。 
2. 請分享一下最近生活的見証（為讀經禱告生活代禱） 
3. 整篇信息是否讓你對上帝有更深的認識 
4. 為幸福小組籌備並為 best 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