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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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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書卷分類



摩 西 五 經 的 中 心 思 想 與 比 較 
書 卷 神 的 啟 示 人 的 學 習
創 世 記 
(歷  史) 

神之主權 
--創造與揀選-- 

人因犯罪而敗壞 
女人的後裔 

出 埃 及 記 
(歷史 律法) 

神之大能 
--救贖與釋放-- 

人藉血得救贖與能力 
逾越節的羔羊

利 未 記 
(律  法) 

神之聖潔 
--分別與成聖-- 

於救贖恩典中與神相交 
祭司 祭牲 祭壇

民 數 記 
(歷史 律法) 

神之公義與恩慈 
審判舊一代與保守新一代

順服神的旨意而蒙引導 
滅亡與保守

申 命 記 
(歷史 律法 訓誨) 

神之信實 
--應許與美地-- 

因神之守約而預備進美地 
屬靈生命的規範

摩西五經 



創 世 記 至 約 書 亞 記 之 要 事
創12:5 亞伯蘭往迦南地去 2091B.C. 進迦南  履示劍
創46:27b 雅各家來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 1876B.C. 入埃及
出14:30 耶和華拯救以色列人出離埃及 1445B.C. 出埃及
出20章 頒佈十誡律法 1445B.C. 出埃及三個月後
民1章 第一次點數以色列民 1444B.C. 603,550 人, 於西奈曠野
民13章 加底斯的窺探 1444B.C. 
民26章 第二次點數以色列民 1407B.C. 601,730 人, 於摩押平原 
申1:3 約旦河東摩押地重申誡命 1407B.C. 出埃及第四十年 

十一月初一
申34:5 神親葬摩西於尼波山 1407B.C.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二月

書4:19 約書亞領以色列民過約旦河 1406B.C. 正月初十



出
埃
及
路
線
圖



民數記温習

 兩次數點民數
 發怨言 -- 在他備拉、基博羅哈他瓦
 遣十二個探子窺探應許之地
 在米利巴擊打磐石出水，以致摩西不能進入應許
之地

 分約旦河東、西之地
 抵達摩押平原



1. 書名—申命記 (Deuteronomy) 
    A. 希伯來文書卷名: 1. 全書的首字 “說話” 2.律法的謄本(抄錄本) 3.訓誨書

    B. 希臘文書卷名:deuteros意為”二” “重申”, nomos意為”律法””誡命” 
                                Deuteronomy 即為”重申誡命"

2.作者: 摩西(三十四章為約書亞所寫) 
3.時間: 出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407B.C.) 
4.地點: 約旦河東的摩押平原
5.對象: 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並且你們中間凡被數點從二十歲以外，向

            我發怨言的，必不得進我起誓應許叫你們住的那地，惟有耶孚尼的兒
            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才能進去。但你們的婦人、孩子，就是你
            們所說要被擄掠的，我必把他們領進去，他們就得知你們所厭棄的那
            地。至於你們，你們的屍首必倒在這曠野，你們的兒女必在曠野飄流
            四十年，擔當你們淫行的罪，直到你們的屍首在曠野消滅。
            (民14:29-33) 

6.中心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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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申命記 (Deuteronomy) 



申命記 (Deuteronomy) 
  一本温習與轉易的書。
  在摩押平原，向出埃及之後的第二代以色列民重申神的律法、誡命。
  新約引用申命記的經文超過八十次，主耶穌在曠野受試探時曾三次引用
本書的話戰勝魔鬼的引誘

  8:3	 他苦煉你、任你饑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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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靠耶和華口裏
所出的一切話。	 

  6:16	 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　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
探他。	 

  10:20	 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事奉他、專靠他、也要指著
他的名起誓	 (或6:13)。	 	 

  最大的誡命亦出現於本書 

  6: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	 



試 探 話 語 主 的 話 語 

第 一 次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
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
變成食物。」(太4:3)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
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
(太4:4 / 申8:3) 

第 二 次 

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
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著說：『主要
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著你，免
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太
4:5-6) 

耶穌對他說：「經上又記著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太4:7 / 申6:16) 

第 三 次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
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
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
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太4:8-9) 

耶穌說：「撒但（就是抵擋的意
思，乃魔鬼的別名），退去吧！
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
神，單要事奉他。』」 
(太4:10 / 申6:13)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詩91:11-12) 

耶穌受試探 (馬太4:1-10) 



代表性的重點或主題 

  神屬靈的本性
  4:12 耶和華從火焰中對你們說話，你們只聽見聲音，卻
沒有看見形像。

   4:15 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因為耶和華在何烈山，從火
中對你們說話的那日，你們沒有看見甚麼形像。 

  神的獨特和單一性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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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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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以色列阿、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 



代表性的重點或主題

  神與祂百姓的關係以愛為基礎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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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他必愛你、賜福與你、使你人數增多…. 
  33:3他疼愛百姓．眾聖徒都在他手中．他們坐在他的腳
下、領受他的言語。

  神對人最基本的要求是愛祂，遵守祂的誡命 
  6: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
  7:9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　神、他是　神、是信實
的　神、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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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為要叫你得福。



代表性的重點或主題

  神最憎恨祂的百姓拜偶像 
  6:14 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圍國民的神． 

6:15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你　神、是忌邪的　神．惟恐
耶和華你　神的怒氣向你發作、就把你從地上除滅。

  11:16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事奉敬
拜別神。 

  守約與背約的賞罰 
  28:1 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
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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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5 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　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
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下的咒詛都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申命記大綱

1.  回顧 (1-11章) – 前四十年的日子
3.  前瞻 (12-30章) – 未來在迦南地的日子 
5.  摩西臨別之言 (31-34章) 

摩西的三篇講章 
1.  第一篇講章 (1:1-4:43) 
2.  第二篇講章 (4:44-26:19) 
3.  第三篇講章 (27:1-31:30) 
4.  摩西之歌；摩西的祝福；摩西之死 (32-34章)。 



回顧 (申1-11章) 
  何烈山至摩押的歷史 (1-3章)  

  遣十二探子窺探迦南地，百姓小信。

  三十八年的曠野飄流，戰敗希實本王西宏、巴珊王噩。 
  摩西不得渡約旦河(3:23-29) 

        但耶和華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不應允我，對我說：『罷了，你 

         不要向我再提這事，你且上毗斯迦山頂去，向東、西、南、北舉目

         觀望，因為你必不能過這約但河。(3:26-27)

  勸民順服敬畏神 (4章)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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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你們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們　神與你們所立的約、
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華你　神所禁止你作的偶像； 
4:24 因為耶和華你的　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　神。 



回顧 (申1-11章) 

  重申西乃律法 (5-6章) 
  復述十誡 (5:1-21)
  勸民專一愛神(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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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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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9) 

  儆戒和勸勉 (7-11章) 
  進迦南地當如何行 (7:1-6) 

  神揀選的基礎是因為愛 (7:7-11) 
  記念神的引導 (8:2-5, 10, 17-18) 
  復述神賜法版 (9章, 9:4-5,9-10,20-21) 
  勸民敬畏神，遵行其道 (10:12-13, 11:26-28) 



前瞻 (12-30章)  

  申述居迦南地神所命定的律例 (12-26章) 
  立王的儆戒 (17:14-20) 
  攻城當注意的事 (20:12-18) 
  新婚可不出征 (24:5) 

  神的祝福和神所咒詛的 (27-30章) 
  命立石錄律 (27:1-4，8) 
  再次立約 (29:10-15) 
  再次警戒 (30:15-20) 



節 日 希伯來日期 經 文 誦讀經卷 紀念事件
逾越節 

(無酵節) 
正月14日 *出12章 

*利23:4-8 
雅 歌 自埃及蒙救贖

五旬節 
(七七節)  
(收割節) 

三月6日 *利23:9-14 
*申16:9-12 

路得記 慶祝五穀豐收

埃波月九日 五月9日 耶利米哀
歌

紀念聖殿被毀 
*586B.C.*70A.D. 

贖罪日 七月10日 利16章 為國家之罪獻祭
住棚節 

(收藏節) 
七月15-21日 利23:33-36

申16:13-15  
傳道書 紀念曠野漂流

獻殿節 九月25日 約10:22 紀念猶太瑪喀比
重修聖殿
(164B.C.) 

普珥日 
(抽籤日) 

十二月13-14
日

斯9章 以斯帖記 紀念哈曼殲滅猶
太人之計謀失敗

猶 太 特 別 節 期 



摩西臨別之言 (31-34章)  

  最後的勉勵 
  授祭司律法書 (31:9-13) 
  命置律書於約櫃旁 (31:24-30) 

  摩西之歌 (31:30-32:43) 
  摩西登尼波山 (32:48-52) 
  對以色列的祝福 (33章) 
  摩西之死 (34章, 34:6,10) 



摩西五經對比

書卷 以色列 人 神

創世記 萬物之始 被造、墮落 主權

出埃及記 脫離為奴之地 蒙拯救 大能

利未記 聖潔的國度 與神相交 聖潔

民數記 失敗的路程 如何承受地業 忍耐

申命記 進迦南的準備 分別為聖 信實



從尼波山上往西看



從尼波山上看死海



尼波山上的石碑



耶利哥的肥沃綠洲



以色列歷史

1.  約書亞記
2.  士師記
3.  路得記
4.  撒母耳記上
5.  撒母耳記下
6.  列王記上
7.  列王記下

8.  歷代志上
9.  歷代志下
10. 以斯拉記
11. 尼希米記
12. 以斯帖記



以色列史分期

在埃及

和曠野

在迦南，

士師秉政

在迦南，

君王治國

在亞述和

巴比侖

寄居

(神治) 
共和

(神治) 
君王

(王治) 
被擄 

(外治) 

??-1400 B.C. 1400-1050 
B.C. 

1050-586 B.C. 586-445 B.C. 

摩西五經 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

撒母耳記上、下

列王記上、下

歷代志上、下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