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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读申命记？

1. 被新约引用最多的旧约书卷之一

a. 排名第三：诗篇、以赛亚书、申命记

2. 例子：主耶稣被试探时用申命记战胜撒旦

a. [人 活 着 不 是 单 靠 食 物 ， 乃 是 靠 耶 和 华 口 里 所 
出 的 一 切 话 ]（申8：3，太4：4)

3. 基督徒却很少读申命记

a. 觉得不容易理解，特别是对新约的信徒有什么关系





申命记的重点

1. 申命记的目的：

a. [以色列人哪，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

从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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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

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

和华—你们　神的命令。]（申4：1-2）
2. 申命记的特点：爱

a. 神爱人，人爱神：申命记出现22次，出埃及记的两次是爱

神，利未记的两次是爱人，民书记没有提到爱。要求人爱

神的章节-6：5；10：12；11：1
b. 申命记不止教导以色列人爱神，还多次提到神爱人。神爱

人的章节-4：37，7：8，7：13，10：15，10：18，23：5



申命记的分段

1. 过去：1章-3章-回忆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到约

旦河东

2. 现在：4章-26章-解释律法

a. 4章：申命记的概要-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

（申四）：进入应许之地要遵行神的律法

b. 5-11章：十诫的普遍的原则

c. 12-26章：十诫的深入的解释

3. 前瞻：27章-34章-律法的结果、神与人重新立约、摩西离

开前的话



第十四章：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

分段

1. 在面对死亡上分别为圣（14：1-2）
2. 在食物上分别为圣（14：3-21）
3. 在十一奉献和关怀上分别为圣（14：22-29）

信息重点

色列人所敬拜的耶和华神与外邦人敬拜的偶像不一样，以色

列人的生活也与外邦人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是分别为圣归给

神的。



在面对死亡上分别为圣（1-2节）



申14：1-2
[1 「你们是耶和华—你们　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

也不可将额上剃光；2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申 
14:1–2.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1. 因为这两件事是那时拜偶像的迦南人有亲人离世后的

风俗，这些行为是迦南人对于死亡的迷信的表现，他们

可能敬拜死人，有点像中国人的风俗。

2. [28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

，直到身体流血。29 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

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王
上 18:28–29.

3. 耶和华不要别人误会以色列人和迦南人一样，有同样的

风俗，敬拜同样的偶像







耶和华神不要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的原因

1. 神的儿女！

a. [所以，你们该效法　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弗
5:1

2. 归耶和华为圣洁的民！

a. 圣洁的定义就是与世界分别归给神

3. 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a. 神在地上众多的名族里面，拣选以色列民，不是以

色列人比别人好，而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的拣选

b.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弗1:4



在食物上分别为圣（3-21节）



[「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4 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5 鹿、羚羊、狍

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6 凡分蹄成为两瓣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

以吃。7 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

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8 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

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9 「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

翅有鳞的都可以吃；10 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11 「凡洁净

的鸟，你们都可以吃。12 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13 鹯、小鹰、鹞

鹰与其类，14 乌鸦与其类，15 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16 鸮鸟、猫头鹰、

角鸱、17 鹈鹕、秃雕、鸬鹚、18 鹳、鹭鸶与其类，戴鵀与蝙蝠。19 凡有翅膀爬行

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20 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21 「凡自死

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

和华—你　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申 14:3–21.

申14：3-21



不可吃的：凡可憎的，不洁净的

1. 地上的（4-8）
a. 倒嚼不分蹄

b. 分蹄却不倒嚼

2. 水里的（9-10）
a. 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9节）

3. 空中的（11-20）
a. 吃死尸的飞鸟

b. 凡有翅膀爬行的物（19节）

4. 凡自死的

5.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a. 出现三次（出23：10；34：26；申14：21）
b. 外邦人敬拜偶像的风俗



可吃的

1. 地上的：凡分蹄成为两瓣又倒嚼的走兽

2. 水里的：凡有翅有鳞的

3. 空中的：洁净的鸟，在地上蹦跳的（利11:21–22、太3:4）
4. 重点：耶和华神要以色列在日常生活的里，常想到他们

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的人，与其他的人不一样。



主耶稣的教导

[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

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惟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

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

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

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可
7：14-19）



彼得的经历

[9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

告，10 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

魂游象外，11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

着四角，缒在地上，12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13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14 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

从来没有吃过。」15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16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

了。]徒Ac 10:9–16.



保罗的教导

[3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　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

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4 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

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5 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

圣洁了。 提前 4:3–5.



今天的犹太人



今天的犹太人



今天的犹太人





教会的几个理解

1. 为健康的原因
2. 不洁净的动物和外邦人敬拜偶像有关系（可憎的-3节、

7：25-26）
3. 灵意的解释
4. 神根据自己的旨意定意洁净和不洁净



基督徒与食物的律法

1. 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加3：23-25；罗6:14)
2. 不要彼此论断、不要绊倒弟兄（罗14：13-23）

a. 6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　

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　神。罗14:6.



在十一奉献和关怀上分别为圣

（22-29节）



申14：22-29节
[22 「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23 又要把你

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　神

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

华—你的　神。24 当耶和华—你　神赐福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　神所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

，25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　神所要选

择的地方去。26 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

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　神的面前吃喝快乐。27 「住在你

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28 每逢三年的

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29 在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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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22–29节



每年的十一奉献（22-26）（申12：15-18）

1. 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赐奉献的食物

2. 其余的奉献是给利未人的（民 18:21–24）
3. 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

4. 太远可以把奉献换成银子（新约圣殿买卖的背景）

5. 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　神的面前吃喝快乐（23，26
节）



三年一次的十一奉献（27-29）

1. 记念利未人、寄居的并孤儿寡妇

2. 在申命记里多次的记载（24：14-19；26：12-13）
3. 这样，耶和华—你的　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

福与你



新约的奉献

1. 十一是旧约，基督徒不在旧约里，新约没有比例的规定，重点是甘心乐

意的奉献

a. 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

人是　神所喜爱的。（林后9：7）
2. 向有需要的人表现基督的爱

a. [27 在　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

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 1:27.
b. 孤儿、寡妇、被社会忽略或者歧视的人、残障人士、民工、外地来

到人、和我们不一样的人

3. 顾念传道的人

a.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

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

住它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前5：17-18）



新约的奉献

4. 祝福的应许

a. [6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

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　神所喜爱的。8 神能

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

事。9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10 那
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

你们仁义的果子；11 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

感谢归于　神。（林后 9:16-11）
5. 神得荣耀，圣徒得造就

a. 12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　

神。13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

音，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与　神。14 他们也因　神极

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15 感谢　

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林后 9:12-15）



玛拉基书3：10
10 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

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

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玛 3:10.



总结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与外邦人分别为圣，如何在对生死的方法、

食物、金钱的奉献与关怀别人的事情上显出他们是耶和华的儿女。

分别为圣也是神对基督徒的呼召：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前1：15-16）

基督徒是耶稣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不在旧约里，但天父要祂在新约里的儿女

的旨意在原则上还是一样的。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在这个弯曲悖谬作光明的

儿女，成为祂的见证人。愿神的众儿女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

世界、依靠圣灵的大能，活出基督的样式。乐意奉献、关怀有需要被冷落的

人、我们不但要听道，也要行道，好让神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