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命记

第十四周 第一天 申一 1～二 37

第十四周 第二天 申三 1～四 49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申 1:8 看哪，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
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赐
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

申 4:1 以色列人哪，现在你们要听我所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和
典章，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
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问答：

三、真理问答：

1、
‘申命记’
（Deuteronomy）这卷名是什么意思？摩西为何要
再次讲述律法？
2、本书如何显明神、暴露人并揭示基督？
3、本书藉着回顾已往和展望未来，给我们什么启示？
答案：
1、参读申一 1 注 1，第一段。
2、参读申一 1 注 1，第二段。
3、参读申一 6 注 1。

1、试述以色列人击败西宏王和噩王，在据有美地上的重要性。
2、为什么摩西被禁止进入美地？
3、试述律法、律例、和典章有何不同？
答案：
1、参读申三 8 注 1。
2、参读申三 26 注 1。
3、参读申四 1 注 1。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一至四篇。
读经心得：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三至四篇。
读经心得：

第十四周 第三天 申五 1～七 26

第十四周 第四天 申八 1～九 29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申 6:5 你要全心、全魂、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申 8:7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
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水来；

申 7:13 祂必爱你，赐福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祂向你列
祖起誓要赐给你的地上，赐福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
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新油，以及牛犊、羊羔。

申 8: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
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我们需要 ________ 基督、________ 基督、 ________ 基
督、披戴基督、并书写基督。

美地的丰富，豫表基督那________之丰富的不同方面，
在祂的灵里作祂信徒全备的供应。川、泉、源表征基督是
________ ，谷和山表征各种不同的环境。________豫表成为
肉体的基督，被钉死并埋葬而得以繁增；________是初熟的谷
物，指复活的基督这初熟的果子。________ 豫表基督献上自己
为祭，以产生酒，使神和人喜乐。________ 树说到基督作生命
供应的甘甜与满足；________ 树表征基督作生命之丰富的丰
满、充盈、丰美与彰显。
（参申八 7 注 1）

我们乃是在基督里接受并享受神的祝福。
（弗一 3。
）神给
世人惟一的诫命乃是相信并接受祂的儿子。（见罗一 5 注 4。
）
实际上，基督自己就是神的诫命。我们需要 ________ 祂、
________祂、并与祂是对的。我们若这样作，就与神是对的，
祂也会________ 我们，并________与我们。
（参申六 5 注 1，
七 13 注 1）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七至八篇。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五至六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十四周 第五天 申十 1～十一 32

第十四周 第六天 申十二 1～十四 21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申 10:12…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祂一切的道路，全心
全魂爱祂并事奉祂。

申 12:5 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所选择出来立祂名
的地方，就是祂的居所，那是你们当寻求的，你们要
往那里去。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神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神的________。作我们道路的神乃
是基督。（约十四 6。
）接受基督作我们的道路乃是________ 。
在新耶路撒冷，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金的
街道当中涌流，（启二二 1，
）这指明神是我们的生命，也是我
们的________ 。我们接受神作我们的生命，祂的________ 连
同祂的________ 就成为我们行在其上的道路。
我们的心联于我们的________，因为良心是灵的一个功
能，也是心的一个功能。因此，我们全心全魂爱神并事奉神，
指明我们也用灵爱神并事奉神。不仅如此，按照申命记六章五
节，我们也要全力，就是用体力爱神。
（参申十 12 注 1，注 2）

新约中关于________这事的启示，至少在四方面与申命
记十二章的启示相符：首先，神的子民总该是________，他们
中间不该有分裂。第二，神的子民该聚集到________ 的名里，
这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第三，在新约里神的住处，神的居
所，乃是特别设在我们的灵里，就是在我们蒙重生、由神圣的
灵所内住之________里。我们在敬拜神的聚会里，必须操练我
们的灵，并在我们的灵里作一切事。第四，我们敬拜神时，必
须真实的应用祭坛所表征之基督的________，拒绝肉体、己和
天然生命，并单单凭基督来敬拜神。
（参申十二 5 注 1，第二段）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十至十四篇。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八至九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十四周 第七天 申十四 22～十六 17
一、重点经节：
申 14:29 在你那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
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手所作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神嘱咐以色列人每年向祂献上十分之一。此外，每三年他
们要将另外十分之一积存在城内，当作________，以显出美地
丰富出产的丰满。这十分之一是要顾到________ 和全时间事奉
的________。（申十四 29，二六 12，参 27，加二 10，林前九
14，提前五 17～18。
）这些关于帮助缺乏之人的经节，表明神
顾到祂所有的百姓。同样的，基督也顾到祂身体的每一个
________。（参申十四 28 注 1）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十四至十六篇。
读经心得：

第十四周 活力排追求重点题示
主题：应许的美地
诗歌：补 717
读经：申八 1～10，十二 1～7，17～19
祷读经节 ：申八 1，3，7
真理亮光 ：3 注 1，7 注 1，十二 5 注 1，17 注 1
生命供应
美地为以色列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水、小麦、大
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动物、奶、蜜、石
头、铁、铜。这些项目大多在〔申命记〕八章七至十节题到，
都是基督的豫表。基督是山和谷中所流出的水。祂是小麦（表
征成为肉体并钉十字架的基督）
，又是大麦（表征复活的基督）
。
葡萄树表征基督是那牺牲自己，使神、人快乐的一位；无花果
树表征基督作我们生命供应的甘甜与满足；石榴树表征基督生
命的丰满和丰美；橄榄树表征基督是被那灵充满并为那灵这喜
乐的油所膏者；动物生命表征基督连同祂救赎的生命；奶与蜜
表征基督的美善与甘甜；石头、铁和铜，表征基督是建造和争
战的材料。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由美地所豫表的基督，乃是
我们的目标。
‘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刚强，
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过去得的那地。’
（十一 8。）以色列人若
遵守诫命，就会蒙福成为刚强的，可以进去得应许之地。今天
我们若持守基督，紧紧的抓住祂，就会得着加强并鼓励，往前
去得着基督。用保罗的话，我们会得着加强以‘赢得基督’
。
（腓
三 8。
）要得着基督就是要赢得基督。我们越接触主并享受祂，

就越得着加强和鼓励，要竭力赢得祂。
以色列人若情愿遵守摩西的话，他们在应许之地上的日子
必长久，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
神的眼目常看顾那地。
（申十一 9～12。
）对我们今天来说，应
许之地就是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并同着基督（不是在基督上）
的日子必长久。
（申命记生命读经，四八至四九、八○至八一页。
）

福音应用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八 3
律法、诫命、律例和典章，乃是从神口里所出的话。
〔圣经〕的
话都是神的呼出，并且都是指着基督；祂是神话语的总和，作
神子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因此，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活
着，乃是靠基督这神圣之气的具体化身活着。神藉着基督带领
祂的百姓进入豫表基督的美地；神也藉着基督在他们去美地的
路上供应他们，基督乃是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申八 3 注 1）

问答
1、神所应许的美地及美地的丰富豫表什么？（参申八 7 注 1）
2、以色列人怎样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参申十二 17 注 1）
3、人活着是靠着什么？（参申八 3 注 1）

参读
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一至二、五、七篇；神在祂与人联结
中的历史，第七章；三一神的启示与行动，第二篇；约翰福音
结晶读经，第六篇。

第十五周 第一天 申十六 18～十九 21

第十五周 第二天 申二十 1～二二 30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申 18:18 我必从他们弟兄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申言者像你；
我要将我的话放在祂口中，祂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告诉他们。

申 20:1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看见马匹、战车、和比你多
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耶和
华你神与你同在。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问答：

三、真理要点：

1、祭司利未人有胸牌带着乌陵和土明，这与神在祂百姓中间的
治理有何关联？
2、试述旧约以色列人的君王，以及新约召会中的长老，如何代
表神来治理？
3、神应许要给祂百姓以色列人的一位申言者（申十八 15）是
指着谁说的？
答案：
1、参读申十七 8～13 与 9 注 1。
2、参读申十七 14～20 与 18 注 1。
3、参读申十八 15 注 1，18 注 1。

美地是________的豫表。虽然基督已经由神分给我们，
作我们的分，（西一 12，）我们若要拥有基督，并活在作我们
________ 的基督里，仍然需要与属灵的仇敌________。我们
不只该________ ，也要争战。事实上，争战的不是我们，因为
神与我们________，为我们争战。争战是我们的责任，但我们
无法凭自己履行这责任，只能凭着________ 主，就是凭着主自
己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才能履行。我们只能凭神圣的
生命，永远的生命，才能履行主的________；这永远的生命就
是具体化于基督，又实化为赐生命之灵的三一神。
（参申二十 1
注 1）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十七、二十篇。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二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十五周

第三天

申二三 1～二五 19

第十五周 第四天 申二六 1～二七 26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申 25:15 当用足重公道的法码，足量公道的量器。这样，在耶
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

申 26:17 你今日宣告耶和华是你的神，并宣告要行祂的道路，
谨守祂的律例、诫命和典章，听从祂的话。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26:18 耶和华今日照祂所应许你的，也宣告你是祂自己的珍
宝，是祂的子民，使你谨守祂的一切诫命。

三、真理问答：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按照申命记二十三章一至八节，那些人丧失入耶和华之会的
权利？
2、关于不愿替死去之兄弟尽丈夫本分者的典章，启示神是怎样
的一位神？
3、试述关于法码和量器的典章，并其中所含的意义。
答案：
1、参读申二三 1～8 与 1 注 1。
2、参读申二五 6 注 1。
3、参读申二五 13～16 与 13 注 1。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二至二十三篇。

三、真理问答：
1、试述神吩咐以色列人如何帮助缺乏的人，并其中所含的意义。
2、在申命记十四至二十六章律法的重申里，含示那五项管制的
原则？
3、美地入口的景象，包括石头立的碑、祭坛和供物，其意义为
何？
答案：
1、参读申二六 12～15 与 15 注 1。
2、参读申二六 16 注 1。
3、参读申二七 5 注 1。

读经心得：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三至二十四、二十六篇。
读经心得：

第十五周 第五天 申二八 1～二九 2

第十五周 第六天 申三十 1～三二 52

一、重点经节：

一、重点经节：

申 29:29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显明的事是永远
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
话。

申 30:14 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里，也在你心里，使你可
以遵行。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三、真理要点：
申命记二十八章的这些咒诅启示，神在________时是严
厉的。
（罗十一 22。
）这一切临到以色列人的咒诅，执行了神对
他们的________ ，好使神藉着这些对付，至终能在他们身上完
成祂的________ ，证明祂是那永不改变旨意的神。在神对祂百
姓的行政对付里，神是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有目的且成功的。神对以色列人严厉的惩治，不表
示祂________了他们。
（1～5，11～12，23～32。
）相反的，神
惩治他们是为着________他们。在新约信徒身上，原则也是一
样。
（来十二 5～11。
）（参申二八 15 注 1）

在罗马十章六至八节，保罗将摩西在申命记三十章十一至
十四节所说的话应用于________ ，指明________乃是作为话
的基督。祂是神口里所呼出的________，就在我们________，
也在我们________。作为神的话，这位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
________ 的基督自己，成了________ ，也就是那位说话的神
所呼出的气；祂就是摩西在申命记所重申律法的话，包括诫命、
律例和典章（判决）
。因此，申命记的一字一句都是基督自己，
现今这位基督作为神的话，藉着我们呼求祂，
（罗十 12～13，）
就给我们接受，作我们的________和生命的________。
（参申
三十 12 注 1）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五至二十七篇。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二十七至二十九篇。

读经心得：

读经心得：

第十五周 第七天 申三三 1～三四 12
一、重点经节：
申 33:26 没有谁像耶书仑的神，祂驾行诸天，作你的帮助；横
越穹苍，显祂的威荣。
申 33:27 亘古的神是你的居所；祂永远的膀臂在你以下…。

二、你喜欢的经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真理要点：
神的________为祂的百姓效力到极致，使他们按祂的旨
意和先见享受祂丰满的________ 。尽管神的百姓在________
并________的事上失败，尽管他们不忠信，神仍________ 到
底，至终必完成祂的目的，使他们享受祂丰满的祝福。神所拣
选的人最终要________ ，据有那地，活在其上并享受那地。这
与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相符；圣经给我们看见，尽管神的子民不
忠信并且失败，神仍能使祂所拣选的人进入丰富的基督，
________祂、________祂、________祂，甚至活祂。这是神
所成功的，叫夸口和荣耀不归与任何人，单单归与祂。
（参申三
三 1 注 2）

四、参读申命记生命读经第三十篇。
读经心得：

第十五周 活力排追求重点题示
主题：神圣的管理
诗歌：补 105
读经：申十六 18～20，十七 8～20，十八 15，18～19
祷读经节：申十六 18，十七 18，十八 15
真理亮光:申十六 18 注 2，十七 9 注 1，18 注 1，十八 18 注 1
生命供应
申命记中这些论到神圣管理的段落，不仅是摩西的话，乃
是神的话。我们需要研读这些段落，好认识神的心思，知道祂
所想的是什么。神认识人和人的需要、情形、光景。所以，凡
神所说关于人的，都是最后的断语。
关于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乃是
神治。神治是按着神的所是由神管治。今天我们在召会生活中，
不是实行专制的独裁政体，也不是按着人的意见实行民主。相
反的，我们尊重神的权柄，以祂的权柄作我们的管治，因此召
会中的管治乃是神治。
召会中的管治不该是专制，也不该是民主，乃该是神治；
就该像十七章八至九节的管治一样。所有的圣徒都是祭司，但
长老是领头的祭司。他们是祭司，就该带着神的圣言和今日的
胸牌—与基督调和的灵及召会，停留在主面前。他们带着圣言
和为着召会之调和的灵，停留在主面前，就会按主所想的得着
领会，这领会要成为一种审断的判断。然后长老们该按这神圣
的审断来管理。因此长老的功用首先是领头的祭司，然后是管
理的人。
王要从祭司利未人面前这律法书的原本，为自己抄录一本。

（18。
）这里的律法是指摩西五经。王要在他一生的日子诵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
（19。
）
这指明在管理百姓的事上，王首先要藉着神的话规律自己。以
色列人中间正确的王，乃是受神的话教导、管治、规律、并约
束的。
今天对召会中的长老来说，原则是一样的。长老若不读经，
不受神话语的约束，就不能管理召会。要管理召会，长老必须
由神的圣言重新来构成。结果，他们会在神的管治、神的规律
和约束之下，他们的决断自然会有神在其中；这样，长老就会
代表神来管理召会。这种管理就是神治。
（申命记生命读经，一
三八至一四一、一四三页。
）

福音应用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
给你兴起一位申言者像我，你们要听从祂—申十八 15
神要藉着基督的成为肉体，兴起这位申言者讲说神的话。
（约三
34，七 16～17，八 18，来一 2 上。）讲说神的话，即申言，乃
是分赐神，把神说到人里面。这就是神所兴起的申言者主耶稣
所作的。（申十八 18 注 1）

问答
1、神百姓中间的神圣管理是什么？（参申十六 18 注 2）
2、在治理百姓的事上，要被神的圣言构成，这表征什么？（参
申十七 18 注 1）
3、神所兴起的申言者主耶稣，所作的是什么？（参申十八 18
注 1）

参读
申命记生命读经，第十七、二十四至二十六篇；新耶路撒
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第一篇；长老训练第九 ，长老
职分与神命定之路（一）
，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