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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冊子為非賣品]

經文引自:
【新標點和合本】

參考： 
環球聖經譯本 新約全書，環球聖經公會 ，2015

引言
• 願藉此「我要讀聖經 -—申命記」的冊子幫助

我們一同學習「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
您的神」。

• 本冊子的內容是直接輯錄了聖經中的章節， 
大家朗讀時是讀聖經經文。 

指引
• 時間：每天找一段特定的時間 

      (例：早上起床後/晚上睡覺前)
• 地點：一個適合讀經文的地方 

      (例：家中/有助專注的地方)
• 建議：首先安靜片刻讓心靈專注親近神， 

      然後慢慢讀當天的經文一至數遍， 
      默默思想經文中的提醒和鼓勵， 
      最後以感恩及交托的禱告結束。

進深指引
• 可反覆思考經文中深刻的地方、
• 在經文旁簡單寫下你的個人感受或感恩事項、
• 亦可把深刻的1-2節經文畫下和背誦神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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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簡介

《申命記》是從希臘文「第二部律法」而來，不是重複第一部律
法，而是重新解釋律法，重「申」西奈山的「命」令。本書記載摩西
在迦南以東摩押平原上，向以色列人宣講的三次演辭，其中第二次最
為重要和詳盡。他又向以色列人頒佈一連串指示。那時候，以色列人
已經到達漫長旅程的終點，正準備進入應許之地迦南。本書回顧百姓
在曠野走過的路，因新一代是在曠野成長而需要重新解釋律法，並為
未來進入迦南而發出勸告和警戒。

本書的體裁沿用古代近東契約條文的格式，當中包含歷史敘述、
臚列契約條款、宣示祝福和詛咒等文體。本書重要的記載如下：

一．摩西追述四十年來經歷的重大事件，提醒百姓謹記神怎樣帶領
他 們經過曠野，並且懇請他們要順服神。

二．摩西重申十誡，並強調第一誡─只敬拜獨一的神，然後申述將
來 以色列人進入神應許之地後應該遵守的律例。

三．摩西提醒百姓，神跟他們立約的意義，勸他們重新立志，履行
守約的義務。

四．約書亞被立，繼承摩西為以色列人的領袖。最後，摩西頌讚神
的信實，並為以色列各支派祝福後離世。

本書的主題是神拯救並賜福給他所愛的選民；因此，他的子民必
須牢記於心，愛他、順服他，好保留性命，並不斷蒙福。新約節錄「
摩西五經」，以《申命記》的次數最多。耶穌三次受試探，都是以本
書的經句回應魔鬼。「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6:5）是本書的鑰句，耶穌指出這是最重要的一條誡命。

作　者:《申命記》沒有註明作者是誰，猶太傳統和教會傳統認為
是源自摩西。

提　要:
一．簡介場景（1:1—5上）
二．第一次宣講：摩西回顧往事（1:5下—4:43）
 1. 神在曠野的信實（1:5下—3:29）
 2. 要聽從神的話（4:1—43）
三．第二次宣講：摩西宣告神的要求（4:44—29:1）
 1. 愛神和遵守神的律法（4:44—11:31）
 2. 如何活像神的子民（12:1—26:15）
 3. 重新立約（26:16—29:1）
四．第三次宣講：以色列必須持守對神的信約（29:2—30:20）
 1. 摩西臨終遺訓和離世（31:1—34:12）
 2. 約書亞繼承摩西（31:1—29）
 3. 摩西之歌和祝福（31:30—33:29）
 4. 摩西離世（34:1—12）
參考來源:    http://rcuv.hkb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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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 (一)
申命記 1:1-18

摩西回憶
1以下所記的是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曠野、疏弗對面的亞拉巴－就
是巴蘭、陀弗、拉班、哈洗錄、底撒哈中間－向以色列眾人所說的話。

（2從何烈山經過西珥山到加低斯‧巴尼亞有十一天的路程。）3出
埃及第四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華藉著他所吩咐以色列
人的話都曉諭他們。4那時，他已經擊殺了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
宏和住以得來、亞斯他錄的巴珊王噩。5摩西在約旦河東的摩押地
講律法說：6「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何烈山曉諭我們說：你們在這山
上住的日子夠了；7要起行轉到亞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這山地的各
處，就是亞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帶迦南人的地，並黎巴嫩
山又到幼發拉底大河。8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
得這地，就是耶和華向你們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
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

摩西指派審判官
9「那時，我對你們說：『管理你們的重任，我獨自擔當不起。10耶
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多起來。看哪，你們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樣
多。11惟願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使你們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
應許你們的話賜福與你們。12但你們的麻煩，和管理你們的重任，
並你們的爭訟，我獨自一人怎能擔當得起呢？13你們要按著各支
派選舉有智慧、有見識、為眾人所認識的，我立他們為你們的首領。
』14你們回答我說：『照你所說的行了為妙。』15我便將你們各支派
的首領，有智慧、為眾人所認識的，照你們的支派，立他們為官長、
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你們。16「當時，我囑咐你
們的審判官說：『你們聽訟，無論是弟兄彼此爭訟，是與同居的外人
爭訟，都要按公義判斷。17審判的時候，不可看人的外貌；聽訟不可
分貴賤，不可懼怕人，因為審判是屬乎神的。若有難斷的案件，可以
呈到我這裏，我就判斷。』18那時，我將你們所當行的事都吩咐你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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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 (二)
申命記 1:19-33

從加低斯‧巴尼亞派探子偵察
19「我們照著耶和華－我們神所吩咐的從何烈山起行，經過
你們所看見那大而可怕的曠野，往亞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
加低斯‧巴尼亞。20我對你們說：『你們已經到了耶和華－
我們神所賜給我們的亞摩利人之山地。21看哪，耶和華－你
的神已將那地擺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華－你列祖的神所
說的上去得那地為業；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22你們都就
近我來說：『我們要先打發人去，為我們窺探那地，將我們上
去該走何道，必進何城，都回報我們。』23這話我以為美，就
從你們中間選了十二個人，每支派一人。24於是他們起身上
山地去，到以實各谷，窺探那地。25他們手裏拿著那地的果
子下來，到我們那裏，回報說：『耶和華－我們的神所賜給我
們的是美地。』

26「你們卻不肯上去，竟違背了耶和華－你們神的命令，27
在帳棚內發怨言說：『耶和華因為恨我們，所以將我們從埃
及地領出來，要交在亞摩利人手中，除滅我們。28我們上哪
裏去呢？我們的弟兄使我們的心消化，說那地的民比我們又
大又高，城邑又廣大又堅固，高得頂天，並且我們在那裏看
見亞衲族的人。』29我就對你們說：『不要驚恐，也不要怕他
們。30在你們前面行的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為你們爭戰，正
如他在埃及和曠野，在你們眼前所行的一樣。31你們在曠野
所行的路上，也曾見耶和華－你們的神撫養你們，如同人撫
養兒子一般，直等你們來到這地方。』32你們在這事上卻不
信耶和華－你們的神。33他在路上，在你們前面行，為你們
找安營的地方；夜間在火柱裏，日間在雲柱裏，指示你們所
當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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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 (三)
申命記 1:34-46

耶和華刑罰以色列人
34「耶和華聽見你們這話，就發怒，起誓說：35『這惡世代的
人，連一個也不得見我起誓應許賜給你們列祖的美地；36惟
有耶孚尼的兒子迦勒必得看見，並且我要將他所踏過的地
賜給他和他的子孫，因為他專心跟從我。』37耶和華為你的
緣故也向我發怒，說：『你必不得進入那地。38伺候你、嫩的
兒子約書亞，他必得進入那地；你要勉勵他，因為他要使以
色列人承受那地為業。39並且你們的婦人孩子，就是你們所
說、必被擄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惡的兒女，必進入那地。我要
將那地賜給他們，他們必得為業。40至於你們，要轉回，從紅
海的路往曠野去。』

41「那時，你們回答我說：『我們得罪了耶和華，情願照耶和
華－我們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爭戰。』於是你們各人帶著兵
器，爭先上山地去了。42耶和華吩咐我說：『你對他們說：不
要上去，也不要爭戰；因我不在你們中間，恐怕你們被仇敵
殺敗了。』43我就告訴了你們，你們卻不聽從，竟違背耶和華
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44住那山地的亞摩利人就出來攻
擊你們，追趕你們，如蜂擁一般，在西珥殺退你們，直到何珥
瑪。45你們便回來，在耶和華面前哭號；耶和華卻不聽你們
的聲音，也不向你們側耳。46於是你們在加低斯住了許多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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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 (四)
申命記 2:1-15

多年在曠野
1「此後，我們轉回，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是照耶和華所吩
咐我的。我們在西珥山繞行了許多日子。2耶和華對我說：3『
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要轉向北去。4你吩咐百姓說：你
們弟兄以掃的子孫住在西珥，你們要經過他們的境界。他們
必懼怕你們，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5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
的地，連腳掌可踏之處，我都不給你們，因我已將西珥山賜
給以掃為業。6你們要用錢向他們買糧吃，也要用錢向他們
買水喝。7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已
賜福與你。你走這大曠野，他都知道了。這四十年，耶和華－
你的神常與你同在，故此你一無所缺。』

8「於是，我們離了我們弟兄以掃子孫所住的西珥，從亞拉
巴的路，經過以拉他、以旬‧迦別，轉向摩押曠野的路去。9
耶和華吩咐我說：『不可擾害摩押人，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他
們的地，我不賜給你為業，因我已將亞珥賜給羅得的子孫為
業。』（10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裏，民數眾多，身體高大，像
亞衲人一樣。11這以米人像亞衲人；也算為利乏音人；摩押
人稱他們為以米人。12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珥，但以掃的
子孫將他們除滅，得了他們的地，接著居住，就如以色列在
耶和華賜給他為業之地所行的一樣。）13現在，起來過撒烈
溪！於是我們過了撒烈溪。14自從離開加低斯‧巴尼亞，到
過了撒烈溪的時候，共有三十八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從營
中滅盡，正如耶和華向他們所起的誓。15耶和華的手也攻擊
他們，將他們從營中除滅，直到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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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 (五)
申命記 2:16-25

16「兵丁從民中都滅盡死亡以後，17耶和華吩咐我說：18『你
今天要從摩押的境界亞珥經過，19走近亞捫人之地，不可擾
害他們，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亞捫人的地，我不賜給你們為
業，因我已將那地賜給羅得的子孫為業。』（20那地也算為利
乏音人之地，先前利乏音人住在那裏，亞捫人稱他們為散送
冥。21那民眾多，身體高大，像亞衲人一樣，但耶和華從亞捫
人面前除滅他們，亞捫人就得了他們的地，接著居住。22正
如耶和華從前為住西珥的以掃子孫將何利人從他們面前除
滅、他們得了何利人的地、接著居住一樣，直到今日。23從迦
斐託出來的迦斐託人將先前住在鄉村直到迦薩的亞衛人除
滅，接著居住。）24你們起來前往，過亞嫩谷；我已將亞摩利
人希實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與他爭戰，得他
的地為業。25從今日起，我要使天下萬民聽見你的名聲都驚
恐懼怕，且因你發顫傷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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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 (六)
申命記 2:26-37

擊敗希實本王西宏
26「我從基底莫的曠野差遣使者去見希實本王西宏，用和
睦的話說：27『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只走大道，不偏左
右。28你可以賣糧給我吃，也可以賣水給我喝，只要容我步
行過去，29就如住西珥的以掃子孫和住亞珥的摩押人待我
一樣，等我過了約旦河，好進入耶和華－我們神所賜給我們
的地。』30但希實本王西宏不容我們從他那裏經過；因為耶
和華－你的神使他心中剛硬，性情頑梗，為要將他交在你手
中，像今日一樣。31耶和華對我說：『從此起首，我要將西宏
和他的地交給你；你要得他的地為業。』32那時，西宏和他
的眾民出來攻擊我們，在雅雜與我們交戰。33耶和華－我
們的神將他交給我們，我們就把他和他的兒子，並他的眾
民，都擊殺了。34我們奪了他的一切城邑，將有人煙的各
城，連女人帶孩子，盡都毀滅，沒有留下一個。35惟有牲畜
和所奪的各城，並其中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掠物。36從亞
嫩谷邊的亞羅珥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華－我們的神
都交給我們了，沒有一座城高得使我們不能攻取的。37惟
有亞捫人之地，凡靠近雅博河的地，並山地的城邑，與耶和
華－我們神所禁止我們去的地方，都沒有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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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 (日)
申命記 3:1-11

擊敗巴珊王噩
1「以後，我們轉回，向巴珊去。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
在以得來與我們交戰。2耶和華對我說：『不要怕他！因我已
將他和他的眾民，並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待他像從
前待住希實本的亞摩利王西宏一樣。』3於是耶和華－我們
的神也將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交在我們手中；我們殺了
他們，沒有留下一個。4那時，我們奪了他所有的城，共有六
十座，沒有一座城不被我們所奪。這為亞珥歌伯的全境，就
是巴珊地噩王的國。5這些城都有堅固的高牆，有門有閂。此
外還有許多無城牆的鄉村。6我們將這些都毀滅了，像從前
待希實本王西宏一樣，把有人煙的各城，連女人帶孩子，盡
都毀滅；7惟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掠物。8
那時，我們從約旦河東兩個亞摩利王的手將亞嫩谷直到黑
門山之地奪過來（9這黑門山，西頓人稱為西連，亞摩利人稱
為示尼珥），10就是奪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珊全地，
直到撒迦和以得來，都是巴珊王噩國內的城邑。（11利乏音
人所剩下的只有巴珊王噩。他的床是鐵的，長九肘，寬四肘，
都是以人肘為度。現今豈不是在亞捫人的拉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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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 (一)
申命記 3:12-22

定居約旦河東的二支派半
12「那時，我們得了這地。從亞嫩谷邊的亞羅珥起，我將基
列山地的一半，並其中的城邑，都給了呂便人和迦得人。13
其餘的基列地和巴珊全地，就是噩王的國，我給了瑪拿西
半支派。亞珥歌伯全地乃是巴珊全地；這叫做利乏音人之
地。14瑪拿西的子孫睚珥佔了亞珥歌伯全境，直到基述人
和瑪迦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稱這巴珊地為哈倭特‧睚
珥，直到今日。15我又將基列給了瑪吉。16從基列到亞嫩
谷，以谷中為界，直到亞捫人交界的雅博河，我給了呂便人
和迦得人，17又將亞拉巴和靠近約旦河之地，從基尼烈直
到亞拉巴海，就是鹽海，並毗斯迦山根東邊之地，都給了他
們。

18「那時，我吩咐你們說：『耶和華－你們的神已將這地
賜給你們為業；你們所有的勇士都要帶著兵器，在你們的
弟兄以色列人前面過去。19但你們的妻子、孩子、牲畜（我
知道你們有許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賜給你們的各城
裏。20等到你們弟兄在約旦河那邊，也得耶和華－你們神
所賜給他們的地，又使他們得享平安，與你們一樣，你們才
可以回到我所賜給你們為業之地。』21那時我吩咐約書亞
說：『你親眼看見了耶和華－你神向這二王所行的；耶和華
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國照樣行。22你不要怕他們，因那為
你爭戰的是耶和華－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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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 (二)
申命記 3:23-29

摩西不得進入迦南
23「那時，我懇求耶和華說：24『主耶和華啊，你已將你
的大力大能顯給僕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甚麼神能
像你行事、像你有大能的作為呢？25求你容我過去，看
約旦河那邊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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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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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
河。28你卻要囑咐約書亞，勉勵他，使他膽壯；因為他必
在這百姓前面過去，使他們承受你所要觀看之地。』29
於是我們住在伯‧毗珥對面的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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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 (三)
申命記 4:1-14

摩西勸人民遵行耶和華的律例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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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吩咐你們的話，你們不可加添，
也不可刪減，好叫你們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華－你們
神的命令。3耶和華因巴力‧毗珥的事所行的，你們親眼看
見了。凡隨從巴力‧毗珥的人，耶和華－你們的神都從你們
中間除滅了。4惟有你們專靠耶和華－你們神的人，今日全
都存活。5我照著耶和華－我神所吩咐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
們，使你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6所以你們要謹
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
一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聰明！』7哪一
大國的人有神與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求
告他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8又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
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律法呢？

9「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
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
孫孫。10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
華對我說：『你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們聽見我的話，使他
們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學習敬畏我，又可以教訓兒女這樣
行。』11那時你們近前來，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沖天，並有
昏黑、密雲、幽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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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他將所吩咐你們當守的約指示
你們，就是十條誡，並將這誡寫在兩塊石版上。14那時耶和
華又吩咐我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
業的地上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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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 (四)
申命記 4: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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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惟恐你們敗壞自己，
雕刻偶像，彷彿甚麼男像女像，17或地上走獸的像，或空中飛鳥
的像，18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魚的像。19又恐怕你向
天舉目觀看，見耶和華－你的神為天下萬民所擺列的日月星，
就是天上的萬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事奉它。20耶和華將你們
從埃及領出來，脫離鐵爐，要特作自己產業的子民，像今日一
樣。21耶和華又因你們的緣故向我發怒，起誓必不容我過約旦
河，也不容我進入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為業的那美地。22我只
得死在這地，不能過約旦河；但你們必過去得那美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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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24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25「你們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孫，就雕刻偶像，彷彿甚麼形像，
敗壞自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26我今
日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你們必在過約旦河得為業的地上速
速滅盡！你們不能在那地上長久，必盡行除滅。27耶和華必使你
們分散在萬民中；在他所領你們到的萬國裏，你們剩下的人數
稀少。28在那裏，你們必事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
不能看、不能聽、不能吃、不能聞的神。29但你們在那裏必尋求
耶和華－你的神。你盡心盡性尋求他的時候，就必尋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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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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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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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五)
申命記 4:32-49

3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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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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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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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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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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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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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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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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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河東的庇護城
41「那時，摩西在約旦河東，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42使那素
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可以逃到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
活：43為呂便人分定曠野平原的比悉；為迦得人分定基列的拉
末；為瑪拿西人分定巴珊的哥蘭。」

重申律法誡命
44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陳明的律法－45就是摩西在以色列
人出埃及後所傳給他們的法度、律例、典章；46在約旦河東伯‧
毗珥對面的谷中，在住希實本、亞摩利王西宏之地；這西宏是摩
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所擊殺的。47他們得了他的地，又得了
巴珊王噩的地，就是兩個亞摩利王，在約旦河東向日出之地。48
從亞嫩谷邊的亞羅珥，直到西雲山，就是黑門山。49還有約旦河
東的全亞拉巴，直到亞拉巴海，靠近毗斯迦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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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 (六)
申命記 5:1-22

十誡
1摩西將以色列眾人召了來，對他們說：「以色列人哪，我今日曉諭
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可以學習，謹守遵行。2耶和華－我們
的神在何烈山與我們立約。3這約不是與我們列祖立的，乃是與我
們今日在這裏存活之人立的。4耶和華在山上，從火中，面對面與你
們說話－5那時我站在耶和華和你們中間，要將耶和華的話傳給你
們；因為你們懼怕那火，沒有上山－說：

6「『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7「『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8「『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
底下、水中的百物。9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為我耶和
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
三、四代；10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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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為聖日。13六日要勞碌
做你一切的工，14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
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牛、驢、牲畜，並在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
論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15你也要記念你
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來的膀臂將
你從那裏領出來。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16「『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並使你的日
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17「『不可殺人。
18「『不可姦淫。
19「『不可偷盜。
20「『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21「『不可貪戀人的妻子；也不可貪圖人的房屋、田地、僕婢、牛、驢，
並他一切所有的。』
22「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火中、雲中、幽暗中，大聲曉諭你們
全會眾的；此外並沒有添別的話。他就把這話寫在兩塊石版上，交
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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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 (日)
申命記 5:23-33

百姓看見火焰燒山而懼怕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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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說：『看哪，耶和
華－我們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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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得見神與人說話，人還存
活。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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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神的聲音就必死亡。26凡屬血氣的，曾有
何人聽見永生神的聲音從火中出來，像我們聽見還能存活
呢？27求你近前去，聽耶和華－我們神所要說的一切話，將
他對你說的話都傳給我們，我們就聽從遵行。』

28「你們對我說的話，耶和華都聽見了。耶和華對我說：『這
百姓的話，我聽見了；他們所說的都是。29惟願他們存這樣
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誡命，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
遠得福。30你去對他們說：你們回帳棚去吧！31至於你，可以
站在我這裏，我要將一切誡命、律例、典章傳給你；你要教訓
他們，使他們在我賜他們為業的地上遵行。』32所以，你們要
照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謹守遵行，不可偏離左右。33耶
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們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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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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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 (一)
申命記 6:1-9

最大的誡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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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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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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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5你要
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6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話都要記在心上，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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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也要繫在手上為記
號，戴在額上為經文；9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
城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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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 (二)
申命記 6:10-25

警告人民不可背逆神
10「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起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裏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11
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所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
所鑿成的；還有葡萄園、橄欖園，非你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
足。12那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
出來的耶和華。13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他，指著他
的名起誓。14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圍國民的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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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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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要留意遵守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的誡命、法度、律
例。18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
福，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19照耶
和華所說的，從你面前攆出你的一切仇敵。

20「日後，你的兒子問你說：『耶和華－我們神吩咐你們的這些
法度、律例、典章是甚麼意思呢？』21你就告訴你的兒子說：『
我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
及領出來，22在我們眼前，將重大可怕的神蹟奇事施行在埃及
地和法老並他全家的身上，23將我們從那裏領出來，要領我們
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把這地賜給我們。24耶和華
又吩咐我們遵行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使我
們常得好處，蒙他保全我們的生命，像今日一樣。25我們若照
耶和華－我們神所吩咐的一切誡命謹守遵行，這就是我們的
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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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 (三)
申命記 7:1-11

耶和華的子民
1「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要得為業之地，從你面前趕出許
多國民，就是赫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
希未人、耶布斯人，共七國的民，都比你強大。2耶和華－你
神將他們交給你擊殺，那時你要把他們滅絕淨盡，不可與他
們立約，也不可憐恤他們。3不可與他們結親。不可將你的
女兒嫁他們的兒子，也不可叫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4因
為他必使你兒子轉離不跟從主，去事奉別神，以致耶和華的
怒氣向你們發作，就速速地將你們滅絕。5你們卻要這樣待
他們：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砍下他們的木偶，
用火焚燒他們雕刻的偶像。6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
的民；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
民。

7「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
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8只因耶和華愛你
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
出來，從為奴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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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恨他的人當面報應
他們，將他們滅絕。凡恨他的人必報應他們，決不遲延。11所
以，你要謹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律例、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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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 (四)
申命記 7:12-26

遵行誡命必蒙福
12「你們果然聽從這些典章，謹守遵行，耶和華－你神就必照他
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約，施慈愛。13他必愛你，賜福與你，使你
人數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應許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身
所生的，地所產的，並你的五穀、新酒，和油，以及牛犢、羊羔。14
你必蒙福勝過萬民；你們的男女沒有不能生養的，牲畜也沒有
不能生育的。15耶和華必使一切的病症離開你；你所知道埃及
各樣的惡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16耶
和華－你神所要交給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將他們除滅；你眼不
可顧惜他們。你也不可事奉他們的神，因這必成為你的網羅。

17「你若心裏說，這些國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趕出他們呢？18
你不要懼怕他們，要牢牢記念耶和華－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
所行的事，19就是你親眼所看見的大試驗、神蹟、奇事，和大能
的手，並伸出來的膀臂，都是耶和華－你神領你出來所用的。耶
和華－你神必照樣待你所懼怕的一切人民。20並且耶和華－你
神必打發黃蜂飛到他們中間，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從你面前
滅亡。21你不要因他們驚恐，因為耶和華－你神在你們中間是
大而可畏的神。22耶和華－你神必將這些國的民從你面前漸漸
趕出；你不可把他們速速滅盡，恐怕野地的獸多起來害你。23耶
和華－你神必將他們交給你，大大地擾亂他們，直到他們滅絕
了；24又要將他們的君王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們的名從天下
消滅。必無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直到你將他們滅絕了。25
他們雕刻的神像，你們要用火焚燒；其上的金銀，你不可貪圖，
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網羅；這原是耶和華－你神所憎
惡的。26可憎的物，你不可帶進家去；不然，你就成了當毀滅的，
與那物一樣。你要十分厭惡，十分憎嫌，因為這是當毀滅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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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 (五)
申命記 8:1-20

將得美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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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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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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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一切話。4這四十年，
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5你當心裏思想，耶和華－
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6你要謹守耶和華－你神的
誡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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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那地有小麥、大麥、
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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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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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百姓不可忘記主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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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恐怕你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
房屋居住，13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
加增，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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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引你經過那大而可怕的曠野，那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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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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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恐怕你心裏說：『這貨財是我力量、
我能力得來的。』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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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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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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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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 (六)
申命記 9:1-12

百姓悖逆
1「以色列啊，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旦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
國民，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2那民是亞衲族的人，又
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聽見有人指著他們說：『誰能在亞
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3你今日當知道，耶和華－你的神在
你前面過去，如同烈火，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這
樣，你就要照耶和華所說的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滅亡。4「耶和
華－你的神將這些國民從你面前攆出以後，你心裏不可說：『耶
和華將我領進來得這地是因我的義。』其實，耶和華將他們從你
面前趕出去是因他們的惡。5你進去得他們的地，並不是因你的
義，也不是因你心裏正直，乃是因這些國民的惡，耶和華－你的
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去，又因耶和華要堅定他向你列祖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應許的話。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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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當記念不忘，你在曠野怎樣惹
耶和華－你神發怒。自從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們來到
這地方，你們時常悖逆耶和華。8你們在何烈山又惹耶和華發
怒；他惱怒你們，要滅絕你們。9我上了山，要領受兩塊石版，就
是耶和華與你們立約的版。那時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晝夜，沒有
吃飯，也沒有喝水。10耶和華把那兩塊石版交給我，是神用指頭
寫的。版上所寫的是照耶和華在大會的日子、在山上、從火中對
你們所說的一切話。11過了四十晝夜，耶和華把那兩塊石版，就
是約版，交給我。12對我說：『你起來，趕快下去！因為你從埃及
領出來的百姓已經敗壞了自己；他們快快地偏離了我所吩咐的
道，為自己鑄成了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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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 (日)
申命記 9:13-29

13「耶和華又對我說：『我看這百姓是硬著頸項的百姓。14你且
由著我，我要滅絕他們，將他們的名從天下塗抹，使你的後裔比
他們成為更大更強的國。』15於是我轉身下山，山被火燒著，兩
塊約版在我兩手之中。16我一看見你們得罪了耶和華－你們的
神，鑄成了牛犢，快快地偏離了耶和華所吩咐你們的道，17我就
把那兩塊版從我手中扔下去，在你們眼前摔碎了。18因你們所
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我就像從
前俯伏在耶和華面前四十晝夜，沒有吃飯，也沒有喝水。19我因
耶和華向你們大發烈怒，要滅絕你們，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華
又應允了我。20耶和華也向亞倫甚是發怒，要滅絕他；那時我又
為亞倫祈禱。21我把那叫你們犯罪所鑄的牛犢用火焚燒，又搗
碎磨得很細，以致細如灰塵，我就把這灰塵撒在從山上流下來
的溪水中。

22「你們在他備拉、瑪撒、基博羅‧哈他瓦又惹耶和華發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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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自從我認識你們以來，你們常常悖逆耶和
華。

25「我因耶和華說要滅絕你們，就在耶和華面前照舊俯伏四十
晝夜。26我祈禱耶和華說：『主耶和華啊，求你不要滅絕你的百
姓。他們是你的產業，是你用大力救贖的，用大能從埃及領出來
的。27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這百
姓的頑梗、邪惡、罪過，28免得你領我們出來的那地之人說，耶
和華因為不能將這百姓領進他所應許之地，又因恨他們，所以
領他們出去，要在曠野殺他們。29其實他們是你的百姓，你的產
業，是你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領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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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 (一)
申命記 10:1-11

摩西重新接受十誡
1「那時，耶和華吩咐我說：『你要鑿出兩塊石版，和先前的
一樣，上山到我這裏來，又要做一木櫃。2你先前摔碎的那
版，其上的字我要寫在這版上；你要將這版放在櫃中。』3於
是我用皂莢木做了一櫃，又鑿出兩塊石版，和先前的一樣，
手裏拿這兩塊版上山去了。4耶和華將那大會之日、在山上
從火中所傳與你們的十條誡，照先前所寫的，寫在這版上，
將版交給我了。5我轉身下山，將這版放在我所做的櫃中，
現今還在那裏，正如耶和華所吩咐我的。」

（ 6以色列人從比羅比尼‧亞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亞倫死
在那裏，就葬在那裏。他兒子以利亞撒接續他供祭司的職
分。7他們從那裏起行，到了谷歌大，又從谷歌大到了有溪
水之地的約巴他。8那時，耶和華將利未支派分別出來，抬
耶和華的約櫃，又侍立在耶和華面前事奉他，奉他的名祝
福，直到今日。9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無分無業，耶和華
是他的產業，正如耶和華－你神所應許他的。）

10「我又像從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晝夜。那次耶和華也應允
我，不忍將你滅絕。11耶和華吩咐我說：『你起來引導這百
姓，使他們進去得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所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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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 (二)
申命記 10:12-22

神的要求
12「以色列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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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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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
屬耶和華－你的神。15耶和華但喜悅你的列祖，愛他們，
從萬民中揀選他們的後裔，就是你們，像今日一樣。16所以
你們要將心裏的污穢除掉，不可再硬著頸項。17因為耶和
華－你們的神－他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
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賂。18他為孤兒寡
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19所以你們要憐愛寄
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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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他
是你所讚美的，是你的神，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
親眼所看見的。22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現在耶和華－
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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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 (三)
申命記 11:1-17

主的偉大
1「你要愛耶和華－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誡命。2
你們今日當知道，我本不是和你們的兒女說話；因為他們不知
道，也沒有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管教、威嚴、大能的手，和伸
出來的膀臂，3並他在埃及中向埃及王法老和其全地所行的神
蹟奇事；4也沒有看見他怎樣待埃及的軍兵、車馬，他們追趕你
們的時候，耶和華怎樣使紅海的水淹沒他們，將他們滅絕，直
到今日，5並他在曠野怎樣待你們，以致你們來到這地方；6也
沒有看見他怎樣待呂便子孫以利押的兒子大坍、亞比蘭，地怎
樣在以色列人中間開口，吞了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並帳棚與跟
他們的一切活物。7惟有你們親眼看見耶和華所做的一切大
事。」

應許之地的福澤
8「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使你們膽壯，能
以進去，得你們所要得的那地，9並使你們的日子在耶和華向
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的地上得以長久；那是
流奶與蜜之地。10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
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11你們要過
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12是耶和華－
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
那地。13「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
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他，14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
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15也必使你吃得飽
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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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
作，就使天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
你們的美地上速速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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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你們要將我這話存在心內，留在意中，繫在手上為記號，
戴在額上為經文；19也要教訓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
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20又要寫在房屋的門框
上，並城門上，21使你們和你們子孫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
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
樣多。22你們若留意謹守遵行我所吩咐這一切的誡命，愛耶
和華－你們的神，行他的道，專靠他，23他必從你們面前趕
出這一切國民，就是比你們更大更強的國民，你們也要得他
們的地。24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都必歸你們；從曠野和黎巴
嫩，並幼發拉底大河，直到西海，都要作你們的境界。25必無
一人能在你們面前站立得住；耶和華－你們的神必照他所
說的，使懼怕驚恐臨到你們所踏之地的居民。

26「看哪，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的話都陳明在你們面前。27
你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
們的，就必蒙福。28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
偏離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道，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
別神，就必受禍。29及至耶和華－你的神領你進入要去得為
業的那地，你就要將祝福的話陳明在基利心山上，將咒詛的
話陳明在以巴路山上。30這二山豈不是在約旦河那邊，日落
之處，在住亞拉巴的迦南人之地與吉甲相對，靠近摩利橡樹
嗎？31你們要過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神所賜你們
為業之地，在那地居住。32你們要謹守遵行我今日在你們面
前所陳明的一切律例典章。」

2月25日 (四)
申命記 11: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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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 (五)
申命記 12:1-19

惟一的敬拜場所
1「你們存活於世的日子，在耶和華－你們列祖的神所賜你們為
業的地上，要謹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這些：2你們要將所趕出
的國民事奉神的各地方，無論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樹下，
都毀壞了；3也要拆毀他們的祭壇，打碎他們的柱像，用火焚燒他
們的木偶，砍下他們雕刻的神像，並將其名從那地方除滅。4你們
不可照他們那樣事奉耶和華－你們的神。5但耶和華－你們的神
從你們各支派中選擇何處為立他名的居所，你們就當往那裏去
求問，6將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舉祭，並
還願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頭生的，都奉到那裏。7在那裏，
耶和華－你們神的面前，你們和你們的家屬都可以吃，並且因你
手所辦的一切事蒙耶和華－你的神賜福，就都歡樂。8我們今日
在這裏所行的是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你們將來不可這
樣行；9因為你們還沒有到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安息地，所給
你的產業。10但你們過了約旦河，得以住在耶和華－你們神使你
們承受為業之地，又使你們太平，不被四圍的一切仇敵擾亂，安
然居住。11那時要將我所吩咐你們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
物，和手中的舉祭，並向耶和華許願獻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
華－你們神所選擇要立為他名的居所。12你們和兒女、僕婢，並
住在你們城裏無分無業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
前歡樂。13你要謹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14惟獨耶
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地方，你就要在那裏獻燔祭，行我
一切所吩咐你的。

15「然而，在你各城裏都可以照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福分，隨
心所欲宰牲吃肉；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與
鹿一般。16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樣。17你的五
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或是牛群羊群中頭生的，或是你許願
獻的，甘心獻的，或是手中的舉祭，都不可在你城裏吃。18但要在
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你和
兒女、僕婢，並住在你城裏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辦
的，在耶和華－你神面前歡樂。19你要謹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
不可丟棄利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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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六)
申命記 12:20-32

20「耶和華－你的神照他所應許擴張你境界的時候，你心裏
想要吃肉，說：『我要吃肉』，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吃肉。21耶和
華－你神所選擇要立他名的地方若離你太遠，就可以照我
所吩咐的，將耶和華賜給你的牛羊取些宰了，可以隨心所欲
在你城裏吃。22你吃那肉，要像吃羚羊與鹿一般；無論潔淨
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23只是你要心意堅定，不可吃血，因
為血是生命；不可將血與肉同吃。24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
如同倒水一樣。25不可吃血。這樣，你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
的事，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得福。26只是你分別為聖的物和
你的還願祭要奉到耶和華所選擇的地方去。27你的燔祭，連
肉帶血，都要獻在耶和華－你神的壇上。平安祭的血要倒在
耶和華－你神的壇上；平安祭的肉，你自己可以吃。28你要
謹守聽從我所吩咐的一切話，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善，
看為正的事。這樣，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永遠享福。」

警告不可拜偶像
29「耶和華－你神將你要去趕出的國民從你面前剪除，你得
了他們的地居住，30那時就要謹慎，不可在他們除滅之後
隨從他們的惡俗，陷入網羅，也不可訪問他們的神說：『這些
國民怎樣事奉他們的神，我也要照樣行。』31你不可向耶和
華－你的神這樣行，因為他們向他們的神行了耶和華所憎
嫌所恨惡的一切事，甚至將自己的兒女用火焚燒，獻與他們
的神。32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
可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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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 (日)
申命記 13:1-18

1「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做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蹟奇事，2
對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它吧。』他
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3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做夢之
人的話；因為這是耶和華－你們的神試驗你們，要知道你們是
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們的神不是。4你們要順從耶和華－
你們的神，敬畏他，謹守他的誡命，聽從他的話，事奉他，專靠
他。5那先知或是那做夢的既用言語叛逆那領你們出埃及地、
救贖你脫離為奴之家的耶和華－你們的神，要勾引你離開耶
和華－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將他治死。這樣，就把那
惡從你們中間除掉。

6「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兒女，或是你懷中的妻，或是如同
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誘你，說：『我們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
祖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7是你四圍列國的神。』無論是離你
近，離你遠，從地這邊到地那邊的神，8你不可依從他，也不可
聽從他，眼不可顧惜他。你不可憐恤他，也不可遮庇他，9總要
殺他；你先下手，然後眾民也下手，將他治死。10要用石頭打死
他，因為他想要勾引你離開那領你出埃及地為奴之家的耶和
華－你的神。11以色列眾人都要聽見害怕，就不敢在你們中間
再行這樣的惡了。

12-13「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聽人說，有
些匪類從你們中間的一座城出來勾引本城的居民，說：『我們
不如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14你就要探聽，查究，
細細地訪問，果然是真，準有這可憎惡的事行在你們中間，15
你必要用刀殺那城裏的居民，把城裏所有的，連牲畜，都用刀
殺盡。16你從那城裏所奪的財物都要堆積在街市上，用火將城
和其內所奪的財物都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燒盡；那城就永為
荒堆，不可再建造。17-18那當毀滅的物連一點都不可粘你的
手。你要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
誡命，行耶和華－你神眼中看為正的事，耶和華就必轉意，不
發烈怒，恩待你，憐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數增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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