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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符合禮數，
天下稱讚)，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竺佛調：生死，命也，其可請乎。

天地長久還有崩壞，世間人物怎能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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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八1-6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你們要謹守遵行，好叫你們存活，
人數增多，且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的那地。你也
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煉你，
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苦煉你，
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使你知道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這
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你當心裡思想，
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你要謹守耶和華
─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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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八7-10
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
，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
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
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你吃得飽足，就
要稱頌耶和華─你的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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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八11-18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章、
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
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
增，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地
為奴之家領出來的，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
、蠍子、乾旱無水之地。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
，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是要苦煉你，
試驗你，叫你終久享福；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
能力得來的。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
他給你的，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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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申八19-20
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你們
必定滅亡；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耶和華在你們面前
怎樣使列國的民滅亡，你們也必照樣滅亡，因為你們不
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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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第八章經文結構
A. 謹守誡命必然蒙福(1)

B. 曠野漂流神聖引導(2-6)

C. 美地豐富要敬畏祂(7-10)

D.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11)

C’美地豐富怕忘記祂(12-13)

B’曠野漂流神聖供應(14-18)

A’忘記真神後患無窮(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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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貧不過三代？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你們要謹守遵行
，好叫你們存活，人數增多，且進去得耶和
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的那地。

申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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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謹守遵行 2.中心信仰 3.人生翻轉



1.謹守遵行

這是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
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好叫你
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神，謹守他的一
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
久。以色列啊，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
流奶與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
─你列祖的神所應許你的。 申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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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貧不過三代？



2.中心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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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貧不過三代？

以色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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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
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總綱。 太廿二37-40



終極目標
頒佈律法並不是終極目標，愛神守神誡命才是
終極目標。

出埃及、曠野是過程，目的是進迦南得安息，
得著更豐盛的生命。曠野漂流並非神的旨意，
但在曠野中被訓練，是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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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貧不過三代？ 2.中心信仰



「我只有一個熱情了，就是耶穌！」
新生鐸夫

「誰能使你來到我這裡，擄掠我的心，使它著
迷；以致我忘記自己的敗壞，牢牢地抓住你，
成為我此生至愛至寶？」

奧古斯丁

12



3.人生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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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
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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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出廿5-6

前言：貧不過三代？



一、蒙福的途徑

14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
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
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
的一切話。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
。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
樣。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申八2-6

1.感恩記念神引導 2.人活著靠神的話 3.心裡思想神管教



1.感恩記念神引導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
是要苦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
誡命不肯。 申八2

曠野四十年甚少變化，單調乏味，但卻是試驗的必須。

心內是否仍以神為樂，以神為唯一滿足，學會在曠野享受、
事奉，很快就進入應許之地。

食物的誘惑、試探的陷阱、敬拜的考驗乃曠野的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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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福的途徑



2.人活著靠神的話
他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
賜給你吃，使你知道，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
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
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 申八3-4

以色列人經過曠野卻失敗了，對嗎哪失去新鮮感，古舊十
架乃唯一救恩泉源。

耶穌在曠野卻通過考驗，得勝試探乃靠神的話、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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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福的途徑



3.心裡思想神管教

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
子一樣。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誡命，遵行他的道
，敬畏他。 申八5-6

思想清楚神的道路，不試探神，堅定走在神的道路中，不
要允許似是而非、模稜兩可、游移不定的思想，免得離開
神的道路，絆跌仆倒被神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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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福的途徑



二、福地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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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
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
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在那地不
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和華─你的神，因他將那
美地賜給你了。 申八7-10

1.泉源湧流 2.結實纍纍 3.豐盛生命



1.泉源湧流
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
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

申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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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地的享受

• 相對的豐盛，好讓我們感恩滿足。
• 神的同在和美好在曠野中仍是迦南。在地若天。



2.結實纍纍

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
榴樹、橄欖樹，和蜜。 申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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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地的享受

• 小麥與大麥：基督的死與復活，乃救恩的核心
• 嗎哪的價值如同那地
• 耶穌同在就是天堂
• 大戰後的倫敦，60%的老人回憶…，苦難使大家更同心



3.豐盛生命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缺。那地的石頭是鐵
，山內可以挖銅。你吃得飽足，就要稱頌耶和華
─你的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申八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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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地的享受

• 今日的以色列
• 長久滿足需要內心的建造和訓練
• 基督是一切的豐盛，仍需我們一生殷勤追求，得著
培育。



法蘭西斯祈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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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使我做祢和平之子；在仇恨之處，播下愛；
在傷害之處，播下寬恕；在懷疑之處，播下信心；
在絕望之處，播下盼望；在幽暗之處，播下光明；
主啊！使我少為自己求；少求愛，但求全心付出愛；

少求得安慰，但求安慰人；
少求被瞭解，但求多瞭解人；
因為在捨去時，我們有所得；
在赦免時，我們便蒙赦免；

在死亡時，我們便得重生，進入永恆。



三、永福的挑戰(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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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忘記你神 2.心高氣傲 3.自我得意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章、律例，就
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
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
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引你經過那大而
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蠍子、乾旱無水之地。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
的磐石中流出來，又在曠野將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是要苦
煉你，試驗你，叫你終久享福；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
力得來的。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申八11-18



1.忘記你神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
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飽足，建
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
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
就是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 申八11-14

你當知道，耶和華─你神將這美地賜你為業，並不是因你
的義；你本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申九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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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福的挑戰

• 比較、自覺、以自我為中心，是驕傲的堅固營壘。



2.心高氣傲(12-14)
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
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氣傲，忘記耶和華─你的神，就是將你
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 申八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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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福的挑戰

• 不要因蒙恩就失去謙卑
• 不要我們因謙卑，低而又低，而得以高揚時，不要
忘記了繼續謙卑。 榮教士



3.自我得意(15-18)
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裡有火蛇、蠍子、乾旱無水之
地。他曾為你使水從堅硬的磐石中流出來，又在曠野將你列祖
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是要苦煉你，試驗你，叫你終久享
福；恐怕你心裡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你要記
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為要堅定
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申八15-18

耶和華打發你們離開加低斯巴尼亞，說：你們上去得我所賜給
你們的地。那時你們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不信服他
，不聽從他的話。自從我認識你們以來，你們常常悖逆耶和華。

申九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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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福的挑戰



結語：富不過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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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隨從別神 2.忽略警戒 3.不聽從神

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隨從別神，事奉敬拜，你們
必定滅亡；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耶和華在你們面前
怎樣使列國的民滅亡，你們也必照樣滅亡，因為你們不
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 申八19-20



1.隨從別神
你若忘記耶和華─你的神，隨從別神，事奉敬
拜，你們必定滅亡； 申八19上

我的百姓竟忘記我，向假神燒香，使他們在所
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絆跌，使他們行沒有修築
的斜路。 耶十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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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富不過三代？

• 不偏離古道



2.忽略警戒
這是我今日警戒你們的。 申八19下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站在路上察看，訪問古
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間；這樣，你們心裡
必得安息。他們卻說：我們不行在其間。

耶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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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富不過三代？



3.不聽從神
耶和華在你們面前怎樣使列國的民滅亡，你們也必
照樣滅亡，因為你們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話。

申八20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
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
理的仁義和聖潔。 弗四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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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富不過三代？

• 更新的一年：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查經大綱】主題經文：申八1-20
主題：要謹慎免得忘記神

前言：一切誡命要謹守遵行(1)

1.你們存活 2.人數增多 3.進去得地

一、記念神的引導苦煉和供應(2-6)

1.神在曠野引導你(2) 2.苦待並完全供應(3-4) 3.思想謹守敬畏祂(5-6)

二、領進去的美地乃豐盛之地(7-10)

1.有泉有源有流水(7) 2.小麥大麥各種樹(8) 3.鐵銅無缺稱頌神(9-10)

三、謹慎免得忘記就心高氣傲(11-18)
1.所有加增心高傲(11-14) 2.苦練試煉終享福(15-16) 3.貨財力量是祂給(17-18)

結語：忘記神不聽從定滅亡(19-20) 31



【神學大綱】主題經文：申八1-20
主題：保守你心不忘記神

前言：遵行誡命神祝福(1)

一、記念神一切的作為(2-6)

二、享受神一切的豐盛(7-10)

三、保守我的心不高傲(11-18)

結語：忘記偏離定滅亡(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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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章大綱】主題經文：申八1-20
主題：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終久享福的秘訣？】
前言：貧不過三代？(1)

1.謹守遵行(申六1-3) 2.中心信仰(申六4-5) 3.人生翻轉(申六6-9)

一、蒙福的途徑(2-6)
1.感恩記念神引導(2) 2.人活著靠神的話(3-4) 3.心裡思想神管教(5-6)

二、福地的享受(7-10)
1.泉源湧流(7) 2.結實纍纍(8) 3.豐盛生命(9-10)

三、永福的挑戰(11-18)
1.忘記你神(11-14) 2.心高氣傲(12-14) 3.自我得意(15-18)

結語：富不過三代？(19-20)
1.隨從別神(19上) 2.忽略警戒(19下) 3.不聽從神(20)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