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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申命記簡介





從出埃及到進迦南曠野飄流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主題經文】申四30-31

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你必歸回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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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經文】申四32-34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來，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說話
的聲音，像你聽見還能存活呢？這樣的大事何曾
有、何曾聽見呢？ 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
民領出來，用試驗、神蹟、奇事、爭戰、大能的
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華
─你們的 神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
切事呢？



【主題經文】申四35-38

這是顯給你看，要使你知道，惟有耶和華─他是
神，除他以外，再無別神。他從天上使你聽見他
的聲音，為要教訓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見他的烈
火，並且聽見他從火中所說的話。因他愛你的列
祖，所以揀選他們的後裔，用大能親自領你出了
埃及，要將比你強大的國民從你面前趕出，領你
進去，將他們的地賜你為業，像今日一樣。



【主題經文】申四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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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經文】申四30-40

本段經文是《申命記》第一篇講章的結尾部分，
摩西使新一代的以色列認識到神的大能，教訓他
們單單事奉獨一真神耶和華。他一再喚醒百姓留
意神在歷史上所施行的拯救，證明神的大能和實
在，呼籲他們作順服的回應。



作者在這裡提到幾個重要觀點：

1.上帝因愛以色列人的祖先而揀選他們，用「大能大
力」將他們從為奴的埃及地搶救出來，並將領他們
進入迦南美地（34、37-38節）。

2.遵守上帝頒給他們的誡命、律例，就能夠子子孫孫
存活下去（40節）。

3.他們和上帝間有天地作證之約（36節），此約是無
法取消，也無法隱藏的。約的內容只有一點：天地
之間，只有一位神，再無別神。（35、39節）



【講章大綱】認識獨一真神
一、前言—申命記簡介

二、守約施慈愛（4:30）

1、患難回歸主（4:30）
2、不忘所立約（4:31）

三、擁有大權能（4:32-38）

1、靈洗與火煉（4:32-33、36）

2、世界與神國（4:34、37-38）

3、唯獨祂是神（4:35、39）

四、結語—信靠與遵從（4:40）



二、守約施慈愛（申四30-31）

1.患難回歸主（4:30）

2.不忘所立約（4:31）



1、患難回歸主（申四30）

「日後你遭遇一切患難的時候，你必歸回耶
和華──你的神，聽從他的話。」

• 日後：首先指巴比倫被擄歸還之時(尼1：9)。終極意義則
指以色列在彌賽亞再來之時，終必歸向神(羅11:25-27)。

• 後來以色列人必歸回，尋求他們的上帝…。在末後的日子，
必以敬畏的心歸向耶和華，領受他的恩惠。（何3：5）



2、不忘所立約(申四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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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所以總不撇下以色列是因與他們的列祖立約。也意味著即
使是鞭打以色列，也要培養、磨煉以色列，使之合乎神旨意。

• ◆今日聖徒所以終不被丟棄則是靠著基督用血所立之約(林前
11:25)，聖徒遭受的患難與痛苦都是神錘煉自己兒女的愛之鞭
策(來12:6)



2、不忘所立約(申四31)-2

• 雖是這樣，他們在仇敵之地，我卻不厭棄他
們，……也不背棄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因為
我是耶和華－他們的上帝。（利26：44）

• 例證：浪子回頭的比喻（路15：11-32）

以色列 神的選民 偏行己意 悖逆棄約 亡國被擄 悔改歸回 許進神國

浪子 富戶之子 偏行己意 家產敗光 饑寒交迫 悔改歸回 蒙父悅納

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wrtSro70.pfQWoAW0Jt1gt.;_ylu=c2VjA3NyBHNsawNpbWcEb2lkAzFiMzE1NWM1N2VjN2EwNGJiMzFiYjc0ODExOGZmZmUwBGdwb3MDNgRpdANiaW5n?back=https://tw.images.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p=google%E5%9C%96%E7%89%87%E8%81%96%E7%B6%93%E6%B5%AA%E5%AD%90%E5%9B%9E%E9%A0%AD&n=60&ei=UTF-8&fr=yfp-search-sa&fr2=sb-top-tw.images.search&tab=organic&ri=6&w=480&h=360&imgurl=i1.ytimg.com/vi/X_QCQ5i7NKs/hqdefault.jpg&rurl=http://www.youtube.com/watch?v=X_QCQ5i7NKs&size=47.6KB&p=google%E5%9C%96%E7%89%87%E8%81%96%E7%B6%93%E6%B5%AA%E5%AD%90%E5%9B%9E%E9%A0%AD&oid=1b3155c57ec7a04bb31bb748118fffe0&fr2=sb-top-tw.images.search&fr=yfp-search-sa&tt=Parables+of+Jesus:+The+Prodigal+Son+-+YouTube&b=0&ni=21&no=6&ts=&tab=organic&sigr=jAmEvDNNgtHh&sigb=ZDTNzXgPDAmq&sigi=nQF5qO_A1Ycm&sigt=EyvFZuj3HwgL&.crumb=oNFQQzz/9lx&fr=yfp-search-sa&fr2=sb-top-tw.images.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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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擁有大權能（申四32-38）

1、靈洗與火煉（4:32-33、36）

2、世界與神國（4:34、37-38）

3、唯獨祂是神（4:35、39）



1、靈洗與火煉（4:32-33）-1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 神造人在世以來，
從天這邊到天那邊，曾有何民聽見神在火中說話的聲
音，像你聽見還能存活呢？這樣的大事何曾有、何曾
聽見呢？」 （申四32-33）

• 耶和華神不同於萬民所事奉的無能雜神，不僅以活生生的
聲音向選民啟示自己的旨意，還有力地展開救贖行動。



1、靈洗與火煉-2

• 「那時，火焰燒山，你們聽見從黑暗中出來的聲音；
你們支派中所有的首領和長老都來就近我，說：『看
哪，耶和華－我們上帝將他的榮光和他的大能顯給我
們看，我們又聽見他的聲音從火中出來。今日我們得
見上帝與人說話，人還存活。現在這大火將要燒滅我
們，我們何必冒死呢？若再聽見耶和華－我們上帝的
聲音就必死亡。凡屬血氣的，曾有何人聽見永生上帝
的聲音從火中出來，像我們聽見還能存活呢？

（申5：23-26）



1、靈洗與火煉(申四36)-3

「他從天上使你聽見他的聲音，為要教訓你，又
在地上使你看見他的烈火，並且聽見他從火中所
說的話。」（申四36）
• 耶和華神於火中降臨西乃山，讓百姓可以聽到祂和摩西說話。
（出19：17-24）

• 耶和華的榮耀在西乃山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狀像烈火。
（出24：17）

• 「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申4：24）



1、靈洗與火煉-4

• 舊約時代神藉著先知或祭司傳達祂的旨意，新約時代耶穌差
派保惠師—聖靈來幫助受聖靈之洗（聖靈充滿）的聖徒，可
以聽見神的聲音，明白祂的旨意。

• 信徒必須接受神的火煉淨生命的雜質，才能學效耶穌，有份
於神的性情；人生遭遇患難常常是神量給人的火煉，叫人因
此成為聖潔的子民。

•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是為了你們的悔改。但在我之後來的
那一位，是比我更強有力的，我就是為他提鞋子也不配。他
要用聖靈和火給你們施洗。」（馬太福音 3:11）



2、世界與神國(申四34)-1

神何曾從別的國中將一國的人民領出來，用試驗、神蹟、奇事
、爭戰、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並大可畏的事，像耶和
華─你們的 神在埃及，在你們眼前為你們所行的一切事呢？

申四34

• 神為了解放以色列而降給埃及與法老十大天災。使度過400年
為奴生活，擁有約200萬人的以色列民族，竟能榮耀而威風凜
凜地走出當時的大國埃及，此乃神大能的拯救。



2、世界與神國（4:37-38）-2
「因他愛你的列祖，所以揀選他們的後裔，用大能親自
領你出了埃及，要將比你強大的國民從你面前趕出，領
你進去，將他們的地賜你為業，像今日一樣。」

申四37~38

• 神揀選以色列人非因他們強大，乃因愛他們的列祖，與他們立
約。這種愛是發乎自然，出於恩典，與被揀選者的好壞無關。

• 像今日一樣：指當時以色列征服比自己強大的亞摩利二王西宏
與噩的事件。



2、世界與神國-3
• 出埃及進迦南預表脫離世界的綑綁，進入神國的自由，是基
督徒一生的功課。

•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
他裏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
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約壹二15-16

•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
，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無親情，不解怨，好說
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賣主賣友，任意妄
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提後三2-4



2、世界與神國-4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
法禁止。」 加五22-23



世界 神國
短暫的人生 永恆的生命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生命吞滅死亡

得釋放

得自由

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高自大、好說讒言

不能自約、任意妄為

崇拜偶像、仇恨爭競

不愛良善、愛宴樂… 

平安、喜樂、

仁愛、和平、

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

老我掌權 神掌權



從世界到神國

世界

短暫的人生

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加拉太書5:22-23

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高自大、好說讒言

不能自約、任意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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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良善、愛宴樂…

老我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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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喜樂

仁愛、和平

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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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國

永恆的生命



3、唯獨祂是神(申四35、39)
35這是顯給你看，要使你知道，惟有耶和華─他是 神，除他
以外，再無別神。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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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四35.39

•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
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20：2-3）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
父那裡去。」（約14：6）



思想兩個問題：

（1）到底有沒有神？

（2）是一神？還是眾神？

例證：羅炳森師母的故事



四、結語—信靠與遵從(申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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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四40

• 耶和華－你們上帝所吩咐你們行的，你們都要去行，使你
們可以存活得福，並使你們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
長久。」（申5：33）類似的話在申6：1-2及申32：46-47
等一再重申，足見此命令的重要！



【信靠與遵從的生活操練】

內在生活

住在
主裡

歸回安息

讚美的習慣

1.

2.

3.

4.

5.
6.7.

8.9.

10.

11.

12.

輪子生活



【經文大綱】申命記四章30-40節
主題：除祂以外，再無別神

一、摩西預言以色列百姓的遭遇（4:30-31）
1、百姓遭患難，必歸回主，聽從祂的話。（4:30）
2、神有憐憫，不忘起誓與所立約。（4:31）

二、追述神為以色列所行的大事（4:32-38）
1、有何民聽見神在火中說話還能存活？（4:32~33）
2、用大能領以民出埃及，顯明祂是獨一真神。（4:34~35）
3、從天上聽祂的聲音，從地上見神的烈火。（4:36）
4、趕出比以民強大國民，使他們承受美地為業。（4:37~38）

三、信靠獨一真神遵守一切誡命（4:31）
1、重申唯祂是獨一真神，要以民牢記在心。（4:39）
2、要遵守一切誡命，使子孫蒙福，在地長久。（4:40）



【神學大綱】申命記四章30-40節
主題：唯獨祂是神

一、守約施慈愛（4:30-31）

1、患難回歸主（4:30）

2、不忘所立約（4:31）

二、偉大權能神（4:32-38）

1、火中聽主音（4:32-33）

2、出埃及進迦南（4:34、37-38）

3、唯獨祂是神（4:35、39）

三、遵守誡命必蒙福（4:40）



【講章大綱】申命記四章30-40節
主題：認識獨一真神

一、前言—申命記簡介

二、守約施慈愛（4:30）

1、患難回歸主（4:30）

2、不忘所立約（4:31）

三、擁有大權能（4:32-38）

1、靈洗與火煉（4:32-33、36）

2、世界與神國（4:34、37-38）

3、唯獨祂是神（4:35、39）

四、結語—信靠與遵從（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