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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此外再沒有別的了。衡量我們生命是否豐盛、教會是否在神應許
中，並非看擁有的物質多寡、工作發展的大小、財政的貧富，乃是基
督有多少。有基督，就有生命；基督模成在我們裡面越多，生命便越
豐盛。
默想： 基督以外，我們是否沒有所求？

申命記
本書乃「摩西五經」最後一卷，教導人如何愛神、順服神。書中

摩西一方面重複西乃山的律法，另一方面是重新解釋律法，對新一代
以色列民作出最後的訓示。

大綱： 憶述過去的旅程 一至四章
 複述和重新解釋十誡 五至七章
 宗教和國家的律法 八至廿一章
 家庭和國家的律法 八至廿一章
 祝福與咒詛 廿七至三十章
 摩西的遺言及讚歌 卅一至卅四章

三月一日　申命記一至二章**************************************************
重點： 耶和華命令離開何烈山；揀選領袖；以色列人不能進應許之

地；曠野飄流；戰敗希實本王西宏。
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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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

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第四十年，再次來到約但河東的曠野，對岸就
是神的應許地，在預備進入神應許地之前，摩西用了一個月多

的時間，向百姓重申神的律法，先是回憶他們四十年來的經過。
他們出埃及後來到西乃山，神向他們頒佈律法，建造會幕，然後

吩咐他們起行，用雲柱火柱領他們向迦南地去。卅八年前，他們曾來
到迦南的入口，現今又再次來到這裡。

「如今我將這地擺在你們面前，你們要進去得這地。」對昔日和
今日的以色列人來說，同是一樣的話，同是一樣的吩咐和鼓勵，昔日
的百姓卻因不信而不聽從，便帶來三十八年的飄流苦果；吃了這苦果
的新一代以色列人，這句說話實在是安慰和鼓勵。

人雖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祂是信實的神，祂守約施慈愛，祂
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賜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為業之地，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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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為他們的不信而收回祂的應許。人若不是悖逆和愚昧，便早早享
用神的應許了。耶穌基督就是神給基督徒的迦南應許。
默想： 我們已進入基督、享用基督生命的豐盛沒有？若沒有，那是甚

麼原因呢？

三月二日　申命記三至四章**************************************************
重點： 擊敗巴珊王噩；分地給二支派半；摩西遠望迦南地；摩西勸民

遵行耶和華律法，不可拜偶像；設立河東逃城。
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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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

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為何不肯進入迦南，因為他們從探子那裡得知
迦南人高大強壯，又有堅固的城牆；再看看自己，身材不足，

手無寸鐵，必死無疑，害怕起來，失去了信心。
神便一而再地讓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遇上戰爭，叫他們經歷神的大

能，好建立信心。「那時，西宏和他的眾民出來攻擊我們，在雅雜與
我們交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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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2-33）

以後，⋯巴珊王噩和他的眾民都出來，在以得來與以色列人交
戰。耶和華便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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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在我們的生活上，常遇見波折、困難呢？有人訴苦說信耶
穌不是一帆風順的嗎？其實是出於神的容許和安排，為的是叫我們經
歷祂的大能，好讓我們認識祂，並且用信心支取祂的應許，進入基督
生命的豐盛去。只要我們單純地仰望主、不看自己，就能戰勝一切仇
敵、跨越一切困難，生命也豐盛起來。
默想： 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得勝，我們相信嗎？信就得著。

三月三日　申命記五至七章**************************************************
重點： 覆述十誡；警告以色列人勿背逆神；遵行誡命的福氣；命毀滅

拜邪神的民族。
鑰節：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祂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

祂、守祂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七9）

神為甚麼在萬民中揀選以色列人為祂子民？難道是他們有與別人
不同的素質、特別的長處、特別的聽話？不是。全是神的揀

選，全是神的憐憫和恩典，是神的愛和神的信實（7-8節）。
耶和華因為愛和信實，祂既應許他們的列祖，便用大能的手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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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出埃及，從為奴之家救贖他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
神盼望這蒙大恩、得救贖的百姓認識祂，對他們說：「所以，你

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祂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祂、守祂誡命的人
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我們不也是蒙神特恩、蒙神救贖的人嗎？神豈不盼望我們認識祂
嗎？可是我們雖然相信神，接受了耶穌作救主，卻對祂無知，對祂的
性情不大認識。神是慈愛的，也是公義的，「向恨祂的人當面報應他
們，將他們滅絕。」（10節）

我們常將神當人看待，以人的愛和信主前對偶像的觀念，放在神
身上，只求神隨我們心願賜福我們。我們因為對神認識不足，生命便
軟弱，不願順服祂，沒有敬畏的心，也就失去見證。
默想： 我們所信的神與偶像有甚麼不同？我們熱於認識祂？如何追求

認識祂？

三月四日　申命記八至十章**************************************************
重點： 勸百姓記念神恩；神審判百姓鑄造金牛；重造法版；神對以色

列的要求。
鑰節： 以色列人從比羅比尼亞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亞倫死在那裡，

就葬在那裡。他兒子以利亞撒接續他供祭司的職分。（十6）

摩西 對 百 姓 說 ： 「 自 從 我 認 識 你 們 以 來 ， 你 們 常 常 悖 逆 耶 和
華。」（九24）尤其在拜金牛犢的事上，他們大大的得罪了

神，以致摩西將神交給他的法版都摔碎了。
然而神滿有憐憫恩惠，垂聽了摩西的禱告，吩咐他鑿出兩塊石

版，和先前的一樣，好讓祂再將誡命寫在其上。誡命表明神的義，祂
的命令從沒有改變；再版之石則表明了神的憐憫、赦免、大愛。

摩西講述這事時，忽然插入了亞倫之死。亞倫不能進入迦南，他
之死是神公義的審判，因為他在百姓拜牛犢的罪上，要負上責任（九
20），只因摩西的代求而得以緩刑。

亞倫是大祭司，是神和百姓間的中保；他的死豈不終斷了神與人
之間的交通嗎？但感謝讚美神，人可以過去，神為人所立的職事仍然
存在，「他兒子以利亞撒接續他供祭司的職分」。

亞倫之死是神按律法所定的審判，亞倫的職事由其兒子接續，因
為神滿有慈愛，雖然人的悖逆無知破壞了神的要求，神卻再施恩惠。
默想： 「我們既然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兒子

耶穌，便當持定所承認的道⋯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
前⋯」（來四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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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　申命記十一至十三章*********************************************
重點： 勉以色列人守神的誡命；敬拜神的地方與禮儀；警告勿拜偶

像。
鑰節： 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敬畏祂，謹守祂的誡命，聽從祂

的話，事奉祂，專靠祂。（十三4）

神是行神蹟奇事的神，祂在百姓面前行了許多神蹟奇事，彰顯了
祂的大能，叫祂的百姓認識祂、順從祂；然而神蹟奇事也能敗

壞神的工作，俘擄百姓的心，叫他們偏離神。
因此摩西吩咐說，「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向你顯

個神蹟奇事⋯他所顯的神蹟奇事雖有應驗，你也不可聽那先知或是那
作夢之人的話。」（1-2節）

不論何時何地，新奇的事、非人力能行的事，最能吸引人，然而
其中有真與假。不是說事的應驗真假，乃是來源的真假。神蹟有來自
神，也有來自撒但，我們需要分別。

此外，我們不要被神蹟奇事所吸引。我們相信有神蹟奇事，但不
要受吸引、嚮往其中、追求行神蹟的恩賜。我們的目標是神，不是祂
所賜的恩賜。「你們要順從耶和華你們的神，敬畏祂，謹守祂的誡
命，聽從祂的話，事奉祂，專靠祂。」切勿被任何人、事、物，尤其
是所謂屬靈的人、事、物，把我們的心偏離了神。
默想： 為甚麼神容許不是出於祂的奇事得應驗呢？我們嚮往神蹟奇

事，還是神的話？

三月六日　申命記十四至十六章*********************************************
重點： 舉哀之例；潔淨與不潔淨的食物；十一奉獻；豁免年；三個當

守的節期。
鑰節：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

和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祂。（十六16）

耶和華的節期有七個，摩西在這裡提了三個，並且吩咐說：「你
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節、七七節、住棚節，一年三次，在耶和

華你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祂，卻不可空手朝見。」
節期是神的，不是人的，神的百姓不能忽略這些節期，透過節

期，他們要來朝見神，敬拜祂。
除酵節連於逾越節，為思念、感謝神的拯救，在神面前省察自己

的生活，認罪求赦免，立志過聖潔生活。七七節是收割節，或稱五旬
節，慶祝農作物收成，把土產獻上。住棚節又名收藏節，為神豐盛的
賜予感恩，並住在帳棚裡七天，以記念曠野生活，仰望入迦南的日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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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約基督徒來說，舊約節期的中心和內容就是耶穌基督，祂為
我們降生、捨命，成就了救贖；又為我們復活、升到天上，在五旬節
差聖靈降下，建立教會；祂還要再來，接我們與祂永遠同住。因此我
們不是一年三次朝見祂，也不單每主日敬拜祂，乃是天天、時時刻刻
事奉祂、思念祂、讚美祂、感謝祂，仰望祂的再來。
默想： 「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林前十三24）我們如

何記念主？

三月七日　申命記十七至廿章***********************************************
重點： 拜偶像的懲罰；立王的指示；祭司和利未人當得的分；興起先

知的應許；設立逃城；見證人及戰爭的法律。
鑰節： 你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之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

可學著行。（十八9）

摩西對即將進入神應許迦南地的百姓說：「你到了耶和華你神所
賜之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可學著行。」

人很喜歡新事物，很喜歡模仿；又怕被孤立，便跟隨潮流，入鄉
隨俗。神在這些未入鄉的百姓，先宣告祂的命令、祂的要求，以防他
們無知而行。

神這樣的要求同樣給每一個信主、要享用基督豐盛的人，我們必
須與世界分離，棄絕世界的風俗、潮流、習慣、價值觀。「因你所要
趕出的那些國民都聽信觀兆的和占卜的」（14節），他們是落在那惡
者手下，服在撒但權下，按撒但的喜好而活、求撒但旨意而行，我們
若照世人的樣子行，豈不也隨從了撒但的意旨麼？

「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裏。」
（西一13）神把我們從過去的罪惡世俗中拯救出來，賜我們新生命，
領我們進入基督。因此，我們要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人，不要愛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又要將我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以基督為生活的中心和
意義，追求聖潔，一切皆照主的吩咐（聖經）而行。
默想： 我們願意脫離屬世的生活，不跟隨世俗潮流？

三月八日　申命記廿一至廿三章*********************************************
重點： 兇殺處理方法；教導子女、婚姻、對敵人、保持聖潔、操守及

敬拜的律法與責任。
鑰節： 到了把產業分給兒子承受的時候，不可將所愛之妻生的兒子立

為長子，在所惡之妻生的兒子以上。（廿一16）

人都是偏心的，他若有二妻，一為所愛，一為所惡，所愛的、所
惡的都給他生了兒子，但長子是所惡之妻生的。到了把產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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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兒子承受的時候，怎麼辦呢？自必然按自己的喜惡作決定。
但神吩咐說：「不可將所愛之妻生的兒子立為長子，在所惡之妻

生的兒子以上，卻要認所惡之妻生的兒子為長子，將產業多加一分給
他；因這兒子是他力量強壯的時候生的，長子的名分本當歸他。」

長子就是長子，人不能憑自己的喜好改變這事實；若改變這事
實，就是改變神的安排，把自己的感情和意思越過神的權柄。這樣的
人是不認識神的權柄，也不服神的安排。

長幼有序，不獨是中國的文化，也是聖經的教導：「你們年幼
的，也要順服年長的。」（彼前五5）人的偏心、人的感情、人的驕
傲、人的不服權柄，往往使我們破壞神的定旨，帶來家庭及教會的不
和、分爭和傷害。

人若順服神所創造的天然規律，凡事順著次序行，世界便和平
了。
默想：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

你們升高。」（彼前五6）

三月九日　申命記廿四至廿六章*********************************************
重點： 離婚與再婚例；關於人際關係和奉獻初熟土產的律法。
鑰節： 新娶妻之人不可從軍出征，也不可託他辦理甚麼公事，可以在

家清閒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廿四5）

神對祂的百姓真是無微不至，給新婚夫婦何等照顧：新娶妻之人
不可從軍出征，也不可託他辦理甚麼公事，可以在家清閒一

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現今差不多所有夫婦二人都需要工作，不少新婚夫婦在結婚後不

到一個月，便需離家出國公幹去了；若神這命令行之今天，新婚夫婦
都會非常開心、歡欣、感恩。

神不獨是記念新婚之人、要使新娘快活，乃表明祂是何等願意人
快活，天天享受愛情，時刻在愛中生活。

感謝主！教會是基督的新婦，祂是我們的丈夫，我們是祂的妻
子。祂愛教會，為教會捨己，要用水藉著道把我們洗淨，成為聖潔；
祂時刻照顧我們，祂的心繫著我們，以慈繩愛索包圍著我們，祂天天
向我們傾吐愛情，要與我們建立親密的關係。

那麼，我們怎樣回應祂呢？我們可有享受基督的愛情呢？還是忙
於我們的出征、學業、事業，公幹去了？我們可有一刻安靜的時間，
與主相交呢？
默想： 耶穌問：「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你愛我麼？」「你愛我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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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日　申命記廿七至廿八章*********************************************
重點： 在基利心山宣讀咒詛和蒙福之行為；違背神命的後果。
鑰節： 這書上所寫律法的一切話是叫你敬畏耶和華你神可榮可畏的

名。（廿八58）

摩西用了一段時日，將神的律法重申向即將進入迦南的百姓宣
講，為的是叫他們敬畏耶和華。他甚至將神的約擺在百姓面

前，凡聽祂話、遵守祂律法的，必蒙神賜福；不聽命、不守法的，咒
詛必臨到他。為的也是吸引百姓敬畏神可榮可畏的名。

然而從以色列的歷史看來，神履行了祂的約，賜福敬畏祂、遵守
祂律法的人；以色列人卻沒有守約，結果被擄，流亡世界各地。

人能敬畏神嗎？用律法能規範人敬畏神嗎？用福樂和懲戒能叫人
敬畏神嗎？從以色列人身上看見是不能的。

因此，神差祂兒子降世，為人捨命十架，成就救恩；又差聖靈
來，叫人知罪，把人重生，將基督生命賜給凡信祂的，這樣，人才能
敬畏神、尊神的名為聖，才能有生命力遵守神所吩咐的。

以色列人因仍不相信耶穌基督，因此他們仍落在神的咒詛裡。我
們既已蒙恩，敬畏神就是我們真生命的本性，是我們對神大愛的回
應，不再是為求地上的福分了。
默想： 「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

誠、敬畏的心事奉神。」（來十二28）

三月十一日　申命記廿九至卅一章******************************************
重點： 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約書亞繼承摩西；摩西最後的指示。
鑰節： 你們沒有吃餅，也沒有喝清酒濃酒。這要使你們知道，耶和華

是你們的神。（廿九6）

摩西向百姓宣講律法，又叫他們與神立約；到底百姓明白了沒
有？「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見，耳能

聽見。」（4節）就是表明人是善忘的，百姓雖看見了神的作為，聽了
神的律法，卻油蒙了心，視而不見。

因此，摩西再召了以色列眾人來，一再提述往事，數算神的恩
典，要使百姓的靈甦醒，知道耶和華是他們的神。

摩西講述自埃及開始的耶和華大作為，在曠野神如何領路和供
應，四十年來，你們身上的衣服並沒有穿破，腳上的鞋也沒有穿壞。
你們沒有吃餅，也沒有喝清酒濃酒，但神賜下嗎哪和活水。直到如今
你們來到這地方，祂把希實本王西宏、巴珊王噩擊殺，取了他們的地
給流便支派、迦得支派，和瑪拿西半支派為業。

神如此大作為、如此無微不至的照顧、供應和保守，就是愚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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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醒覺起來吧，也當謹守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話。
但願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捨命十架的至大恩典，把我們油蒙

了的心甦醒過來，叫我們認識祂是誰，並敬畏祂、愛祂、事奉祂。
默想： 我們是否「徒受祂的恩典」（林後六1）？

三月十二日　申命記卅二至卅四章******************************************
重點： 摩西的歌；摩西眺望應許之地；摩西祝福十二支派；摩西去

世；約書亞承繼作領袖。
鑰節： 諸天哪，側耳，我要說話；願地也聽我口中的言語。我的教訓

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語要滴落如露，如細雨降在嫩草上，如甘
霖降在菜蔬中。（卅二1-2）

在神家盡忠的摩西，照神的吩咐寫一首歌給以色列百姓唱，使他
們熟記神的話，不致忘記神，以及神和他們的關係。他們一代

傳一代地唱，也就世世代代得以敬畏神。
詩歌的開始是呼天喚地，叫天地來聽他所唱的歌，藉他們作為這

歌的見證人；然後講述這首詩歌的目的。
在這首歌的內容，有許多是指責百姓的不信和悖逆；但第二節

說：「我的教訓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語要滴落如露，如細雨降在嫩草
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就指出了這首詩的目的不在責備，乃在施
恩，要使祂的百姓得餵養、得滋潤，得長大。

當神的百姓唱熟這首詩、謹守這首詩所教訓的，就能叫百姓行走
在正路上，站立在蒙揀選的地位上，神應許的福就臨到他們，國泰民
安。

當然，神的說話常帶有責備，目的只是要提醒我們，保守我們常
在祂的旨意裡，得以在基督裡長大成人。
默想： 耶穌說：「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主的話如何餵養我們的生命？

約書亞記
約書亞一名，意「耶和華是拯救」，與耶穌一名同意。
摩西死後，約書亞就繼續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征服迦南各

族，使以色列每一支派都分得土地為業，實現了神對亞伯拉罕到約書
亞的應許（一；廿一）。

大綱： 進入迦南的準備 一至五章
 征服迦南地 六至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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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業及繼續征服 十三至廿一章
 約書亞祝福與遺命 廿二至廿四章

三月十三日　約書亞記一至三章*********************************************
重點： 約書亞作領袖；差探子往耶利哥城；二探子與喇合立約；以色

列民渡約但河。
鑰節： 看哪，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過去，到約但河裡，因此

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神；並且祂必在你們面前趕出迦
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
斯人。（三10）

那領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曠野路的摩西死了，約書亞承接摩西的
工作，要領百姓進迦南去。在人事變更的同時，神領導之表徵

也改變了。
在曠野中，神以雲柱火柱作領路，現今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

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
地方，跟著約櫃去。」（3節）「看哪，普天下主的約櫃必在你們前頭
過去，到約但河裡，因此你們就知道在你們中間有永生神。」人會改
變，領袖會過去，但神永不改變。真正的領袖、領導，並不是人，乃
是神，這是我們應當深深認識的。

出埃及、走曠野路，神有奇異的作為，給我們雲柱火柱的引領，
我們可以藉著一些奇異的經驗，確知神的帶領；只是要進入迦南，承
受神應許地之時，神要將我們的注意點改變，叫我們從跟隨雲柱火柱
轉到約櫃去。約櫃就是神同在的記號，也就是基督的預表。耶穌基督
就是我們跟從的焦點，人要從渴慕奇恩轉向渴慕賜恩的主，才能進入
屬靈的實際裡，才能享用基督的豐盛，才能成長，才能戰勝眾敵人。
默想： 耶穌說：「來跟從我。」我們的目光是否專一放在基督上？

三月十四日　約書亞記四至六章*********************************************
重點： 立十二石頭為記；第二次行割禮；守逾越節；嗎哪止降；攻陷

耶利哥城。
鑰節： 這樣，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六11）

神的百姓照約書亞的吩咐，跟著約櫃走，便下到約但河裡，如走
乾地，昂然進入迦南去了。

眼前的一個堅固的大城耶利哥，怎麼辦呢？耶和華曉諭約書亞，
叫以色列的一切兵丁去打仗，怎樣打？要圍繞這城，一日圍繞一次，
到第七日，要繞城七次。

於是約書亞召了祭司來，吩咐他們說：「你們抬起約櫃來，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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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祭司拿七個羊角走在耶和華的約櫃前」（6節），又吩咐百姓隨著
約櫃行。這樣，他使耶和華的約櫃繞城，天天如是，第七天也這樣使
耶和華的約櫃繞城，到第七次，約書亞吩咐百姓說：「呼喊吧。」當
他們呼喊勝利，耶利哥城就倒塌了。

保羅說：「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林後二14）
耶穌基督是得勝之王，祂已得勝死亡和掌死權的魔鬼，祂已得勝一切
的敵人。祂在我們前頭行，要領我們進入得勝，只要我們專一跟隨著
祂，仰賴祂的得勝，向敵人宣告祂的勝利，敵人就會逃跑了。
默想： 我們屬靈的敵人是甚麼？有試過跟隨得勝之主、向這些敵人誇

勝？

三月十五日　約書亞記七至八章*********************************************
重點： 亞干犯罪；以色列人敗於艾城；攻破艾城；在以巴路山築壇並

刻上律法。
鑰節： 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他們在仇敵面前轉背逃

跑，是因成了被咒詛的；你們若不把當滅的物從你們中間除
掉，我就不再與你們同在了。（七12）

以色列人因著大大得勝耶利哥，便承著氣勢攻打比耶利哥城細少
的艾城，卻遇滑鐵盧，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

約書亞和百姓都百思不得其解，是他們輕敵嗎？有可能，但不是
主因。到底是甚麼原因？「約書亞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長老把
灰撒在頭上，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6節）

神將原因告訴約書亞，就是他們中間有人不聽神的吩咐，在耶利
哥偷取了當滅之物。因此神就在艾城之戰中不與他們同在，神的約櫃
沒有在他們前頭行，以致慘遭失敗。

我們屬靈的敵人有撒但和牠的引誘，有世界和其上的情慾，有自
己的舊生命和性情。在這一切上，基督都是得勝的主，也要帥領我們
得勝；可是，我們也多有失敗。原因何在？不是基督的能力不足，得
勝有限；艾城之敗告訴我們，失敗在於我們不順服。

當我們對神的吩咐有些微不順服之時，神的同在就消失，基督的
得勝也就不發生效用。惟有對付罪惡，全心順服，才能支取得勝。
默想： 我們犯罪能得逃得過神的眼目？罪惡帶來甚麼後果？求聖靈光

照我們，叫我們知罪悔改。

三月十六日　約書亞記九至十章*********************************************
重點： 基遍人的詭計；打敗亞摩利人；日月停止。
鑰節： 就都聚集，同心合意地要與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爭戰。⋯就設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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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九2、4）

神在埃及施行大能、把以色列人領出來的消息，必然傳到迦南人
耳中，實在令他們心驚。現今以色列人已到迦南來了，並且攻

取了耶利哥和艾城，更令他們膽戰。
約但河西，住山地、高原，並對著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帶的諸王，

就是赫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諸
王，聽見這事，覺得不能坐以待斃，也不能各自為戰，就都聚集，同
心合意地要與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爭戰。但基遍人卻另有圖謀，知硬拼
是死路一條，就設詭計。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戰爭，其實是一場屬靈戰爭，今天我們的戰
爭也是一場屬靈戰爭，神要從撒但手上收回土地，建立祂的國度，使
祂的子民在地上歸祂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出十九6）。

撒但固然反對神的計劃，在埃及地已多次多方破壞神的計劃，攔
阻神的工作；在曠野路上又時常攻擊神的百姓，引誘他們拜偶像。現
今牠又兩線出擊，一是聯合所有力量作正面交烽，一是背後暗地的詭
計。神的百姓一有鬆怠，缺乏禱告，就陷入敵人的計謀裡。
默想： 如何戰勝撒但的偽裝和暗箭呢？

三月十七日　約書亞記十一至十三章***************************************
重點： 打敗迦南諸王；未得之地；流便、迦得及瑪拿西半支派在河東

承受產業。
鑰節： 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在約但河西擊殺了諸王。⋯就是赫人、亞摩

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亞
拉巴、山坡、曠野，和南地。（十二7-8）

約但河西，住山地、高原，並對著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帶的諸王，
就是赫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的諸王，聽見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地要與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爭
戰（九1）。

結果怎樣呢？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在約但河西擊殺了諸王⋯就是赫
人、亞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並奪了他們
的山地、高原亞拉巴、山坡、曠野，和南地。

仇敵雖然眾多且強大，神的百姓卻全將他們消滅。因為戰爭不在
乎人多、不在乎武裝精良，乃在乎神，尤其這是屬靈的戰爭。神既是
得勝的主，神的百姓只要活在神的心意裡，緊緊跟隨著軍隊的元帥耶
和華，照祂的吩咐而行，就必戰無不克，攻無不破。

十架精兵快起來，明亮盔甲齊披戴，
不怕當前滿強敵，靠主大能齊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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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 屬靈戰爭仍在進行，亡靈眾多還待拯救；精兵、興起，集合主
旌旗下前進！

三月十八日　約書亞記十四至十六章***************************************
重點： 九支派半分地；迦勒得希伯崙；猶大、以法蓮及瑪拿西半支派

所得之地。
鑰節： 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把產業拈鬮分給九個半支派。

（十四2）

約書亞南征北伐，為的是要得著土地，得地後，就要將地分配，
使神的百姓享用產業，承受應許。於是祭司以利亞撒和嫩的兒

子約書亞，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把產業拈鬮分給九個半支派。
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你要按著人名的數目將地分給這些人為

業。人多的，你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你要把產業少分給他
們⋯雖是這樣，還要拈鬮分地⋯要按著所拈的鬮，看人數多，人數
少，把產業分給他們。」（民廿六53-56）

人多土地多，人少土地少，是個原則。既然如此，就以此作比例
劃分豈不科學，為何神又要他們用拈鬮分地？拈鬮並不保證人多的便
得地多，人少便得地少。約書亞沒有質疑神的吩咐，也不取科學方法
分配土地，完全照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去行。

既要人多土地多，又要用拈鬮之法，那麼只有神才能控制，只有
神能用人不能計算準確的或然律達成神的要求。約書亞這樣行，一方
面表示他的順服，另一方面是他信靠神、仰望神，深信神無限的智慧
和大能，祂的事工由祂自己來完成，神所分配的最美最準確。
默想： 我們如何達至在基督裡的豐盛？是憑個人妥善的計劃和努力，

或是用信心去支取？

三月十九日　約書亞記十七至十九章***************************************
重點： 瑪拿西半支派地業；約櫃放在示羅；餘地分給各支派。
鑰節： 但人的地界越過原得的地界；因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刀擊

殺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們先祖但的名將利善
改名為但。（十九47）

為但支派，按著宗族，拈出第七鬮。他們地業的境界是瑣拉、以
實陶⋯⋯並約帕對面的地界（40-46節）。這是神給他們的地

業。
但是，但人的地界越過原得的地界；因為但人上去攻取利善，用

刀擊殺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其中，以他們先祖但的名將利善改
名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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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派並沒有接受神所分配的地，而掠取神沒有給他們的地，殺
了神沒有要殺的民。雖然他們得了那地為業，卻不是神所應許的，顯
明他們不順服的心。

我們也常不接受神的安排，要憑自己的才智、能力去拓展自以為
的神的工，要憑個人的努力去建立屬靈的豐盛。外表看來，像是成功
了，豐盛了，工作也發展了，到處都有工作成績；只是在神看來，是
越過神的旨意，不順服神的吩咐。工作是有了，見證卻失去了。人的
稱讚、羨慕有許多，神卻沒有記念。外面雖風光，靈性卻枯乾。
默想： 啟示錄第七章記載的十二支派裡，沒有但支派，與他們不順服

有關嗎？

三月二十日　約書亞記二十至二十一章*************************************
重點： 設立逃城；利未人得四十八城邑；以色列人分得應許之地。
鑰節： 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業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並有屬城

的郊野。（二十一41）

神給以色列各支派分配了他們的產業，只有利未支派沒有產業，
因為神就是他們的產業。

神雖然把自己作為利未人的產業，卻沒有忘記他們需要居住的地
方。所以在分地並設立逃城後，利未人的眾族長來到祭司以利亞撒和
嫩的兒子約書亞，並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長面前，對他們說：「從前耶
和華藉著摩西吩咐給我們城邑居住，並城邑的郊野可以牧養我們的牲
畜。」

感謝主！神的百姓並沒有單顧自己的事，沒有忘記神的吩咐，便
「從自己的地業中，將以下所記的城邑和城邑的郊野給了利未人」
（3節）。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地業中所得的城，共四十八座，並有屬
城的郊野。

這樣，神就大大賜福他們，「耶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
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平安；他們一切仇敵中，沒有一人在他們面前
站立得住。耶和華把一切仇敵都交在他們手中。」（44節）

事奉神的人，神豈不賜福照顧嗎？對事奉神的人，我們加倍的敬
奉，是神喜悅的，教會也蒙神賜福。
默想： 主如何照顧事奉祂的人？我們該如何事奉祂、信靠祂？

三月廿一日　約書亞記廿二至廿四章***************************************
重點： 二支派半人遣歸其地業；築壇之誤會；約書亞的遺命與勸勉；

與百姓立石為約；約書亞與以利亞撒卒。
鑰節： 你們這許多日子，總沒有撇離你們的弟兄，直到今日，並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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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你們神所吩咐你們當守的。（廿二3）

約書亞將迦南地分給九個半支派後，便召了流便人、迦得人，和
瑪拿西半支派的人來，對他們說：「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你

們的，你們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也都聽從了。你們這許
多日子，總沒有撇離你們的弟兄，直到今日，並守了耶和華你們神所
吩咐你們當守的。」

約書亞又吩咐他們切切的謹慎遵行耶和華僕人摩西所吩咐的誡命
律法，愛耶和華，事奉祂；然後為他們祝福，打發他們回到河東自己
的帳棚去了。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十五13）流
便人、迦得人，和瑪拿西半支派的人實在為弟兄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承受了戰爭中的奔波勞苦，使弟兄們都得享地業和平安。因此，他們
也應受祝福，回到自己的產業地，享受安息。

可是約但河以東並不是神應許之迦南地，他們雖回到自己的地
業，仍未得著安息。因心裡感覺不到平安，他們就在靠近約但河那裡
築了一座高大的壇來（10節）。
默想： 我們得了安息？在那裡得享真安息？

士師記
士師記是記載約書亞死後到撒母耳期間的一段歷史，這期間可用

以下循環來描述：神使以色列民有平安日子—以色列人犯罪—神使
用不同方法懲罰以色列人—神顧念祂的選民，所以興起〔十二個〕
士師（不同時期）拯救他們—因此國中能享太平。

十二士師： （１）俄陀聶 三9-11
 （２）以笏 三15-30
 （３）珊迦 三31
 （４）底波拉 四2-3
 （５）基甸 六7至八35
 （６）陀拉 十1-2
 （７）睚珥 十3-6
 （８）耶弗他 十10至十二7
 （９）以比讚 十二8-10
 （10）以倫 十二11-12
 （11）押頓 十二13-15
 （12）參孫 十三2至十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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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二日　士師記一至二章***********************************************
重點： 猶大支派被揀選領導以色列人與迦南人爭戰；耶和華的使者向

以色列人顯現；以色列人違背耶和華。
鑰節： 亞多尼比色逃跑；他們追趕，拿住他，砍斷他手腳的大姆指。

（一6）

士師記是聖經中一卷最悲慘的書，與約書亞記成了強烈的對比。
其轉捩點在於開頭的一句：「約書亞死後」。

約書亞死後，雖沒有即時的墜落，卻走向衰落之路去。以色列人
求問耶和華，誰當首先上去攻擊迦南人？耶和華說「猶大」。可是猶
大沒有信心，要求哥哥西緬幫助。神仍賜下得勝，將迦南人和比利洗
人交在他們手中。

他們在那裡遇見亞多尼比色，拿住他，砍斷他手腳的大姆指。
亞多尼比色惡有惡報，他從前將七十個王手腳的大姆指都砍斷，

現在遭報了。他不得不謙卑下來，承認神給他的報應。
砍斷人的肢體，表明人性的殘忍。不認識神的人這樣行，神既不

喜悅，何況神的百姓呢？猶大這樣行，雖似乎對亞多尼比色作了報
應，卻是印證他們同樣的殘忍，同樣不討神喜悅。當人的肉體顯露出
來的時候，就會偏離神的路。
默想： 若不是神的憐憫，我們和惡人有甚麼分別沒有？如何除掉潛藏

在我們裡面那暴戾的人性？

三月廿三日　士師記三至五章***********************************************
重點： 士師俄陀聶、以笏、迦珊、底波拉和巴拉；底波拉及巴拉作

歌。
鑰節： 底波拉啊，興起！興起！你當興起，興起，唱歌。亞比挪菴的

兒子巴拉啊，你當奮興，擄掠你的敵人。（五12）

神的百姓既偏離了神，就落在敵人的轄制中。那時以色列人被迦
南王耶賓大大欺壓二十年，當他們呼求神的時候，神便興起了

女先知底波拉，她召來巴拉與耶賓戰爭，神使他們大大得勝。
勝利後，底波拉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便作詩歌，歌頌讚美神。

其中第十二節說：「底波拉啊，興起！興起！你當興起，興起，唱
歌。亞比挪菴的兒子巴拉啊，你當奮興，擄掠你的敵人。」

底波拉是誰？不過是一個柔弱的女子。巴拉是誰？也不過是一個
性格軟弱的男人。但神興起他們，在以色列人中作了奇妙的拯救。

這不單是戰後的凱歌，也是信心的歌曲。到底巴拉是誰？詩人
說：「願神興起，使祂的仇敵四散，叫那恨祂的人從祂面前逃跑⋯祢
已經升上高天，擄掠仇敵⋯」（詩六八1、18）保羅說：「祂升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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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弗四8）
在以色列敗壞的日子，底波拉唱出了一首得勝之歌，一首勝過死

亡、擄掠仇敵之歌，一首拯救之歌。那位巴拉，豈不就是耶穌基督的
預表麼？我們豈能不與底波拉一起歌頌讚美祂麼？
默想： 神阿，求祢興起，在教會中興起祢的作為！

三月廿四日　士師記六至七章***********************************************
重點： 以色列人被米甸人虐待七年；耶和華呼召基甸作士師；基甸求

證；基甸領三百人取勝。
鑰節：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

與你同在！」（六12）

以色列人雖領受了底波拉所唱之歌內的一切福氣，但不久又離棄
了賜福他們的神，耶和華就把他們交在米甸人手裡七年。以色

列人因米甸人的緣故，極其窮乏，就呼求耶和華。
感謝神！神沒有因為百姓多次離棄祂而厭棄他們，只要祂百姓在

苦困中向祂呼求，祂便立即回應，作出拯救。
於是耶和華的使者來到俄弗拉，向正在酒醡那裡打麥子的基甸顯

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
神呼召基甸作士師，稱他為「大能的勇士」，其實與基甸的實況

相反。基甸說：「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瑪拿西支
派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是的，基甸是微小軟弱的人，按人看來並沒有條件作士師。但神
卻是尋找軟弱的人，因為神的能力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神能使
軟弱的人改變，成為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並非人的本身，乃是
神的應許，神的賜與，是神的同在。
默想： 在人樣樣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三月廿五日　士師記八至九章***********************************************
重點： 以法蓮人不滿基甸；基甸製造以弗得；基甸死；亞比米勒的統

治與死亡。
鑰節： 基甸就由挪巴和約比哈東邊，從住帳棚人的路上去，殺敗了米

甸人的軍兵，因為他們坦然無懼。（八11）

神選召基甸作士師，要救以色列人脫離米甸人的手。基甸仗著神
的大能，攻打米甸，卻受到自己同胞所加與之困擾，構成戰爭

的障礙。
先是以法蓮支派的嫉妒，與基甸大大的爭吵，基甸以謙卑的態度

化解了，然後繼續戰爭，追趕米甸人。



58
讀 經 日 引

基甸和跟隨他的三百人來到迦得支派的疏割，身體疲乏，請求疏
割人給予食物。然而疏割人不單沒有同情心，且拒絕資助這班為國為
同胞完全獻上、服侍他們的人，實在過分了。基甸雖感忿怒，但追趕
米甸人是他的目標，因此暫不與他們計較。

他們來到毗努伊勒，同樣遭到那裡的人絕情的對待，基甸的目標
非常清晰，他放下忿怒的情緒，帶著疲倦的身軀，朝著目標走，直至
殺敗了米甸人的軍兵，擒拿了他們的王。

在我們的屬靈追求和事奉上，同樣會遇上諸多障礙，願我們靠著
主，排除萬難，向著標竿直跑，要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的。
默想： 為著屬靈的追求、天國的擴展，弟兄姊妹要如何同心和互相扶

持？

三月廿六日　士師記十至十一章*********************************************
重點： 陀拉、睚珥作士師；民立耶弗他作首領，耶弗他許願，打敗亞

捫人。
鑰節：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華說：「我們得罪了祢；因為離棄了我們

神，去事奉諸巴力。」（十10）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去事奉諸巴力和亞斯他
錄，並亞蘭的神、西頓的神、摩押的神、亞捫人的神、非利士

人的神，離棄耶和華，不事奉祂（6節）。
在以色列過往的歷史中，從沒有這麼多的假神偶像，於是耶和華

的怒氣向以色列人發作，把他們交在非利士人和亞捫人的手中，有
十八年之久，以色列人就甚覺窘迫，哀求耶和華說：「我們得罪了
祢；因為離棄了我們神，去事奉諸巴力。」

十八年的困苦，才把以色列人喚醒過來，他們才知道自己離棄
神，事奉諸巴力，得罪了神，而向神認罪求赦免。

神的子民往往在生活安舒中會漸漸貪愛世界而遠離神，愛享樂而
與神關係生疏。困難、疾病、阻滯，許多時候成了神的工具，要甦醒
祂兒女的良心，認識自己的本相，知道現今的光景，進而悔改，恢復
與神的關係。因此，要感敏我們所遭遇的，我們若早日回轉，也早日
得脫離管教，少受苦楚。
默想： 每次遭遇困厄、疾病等，我們求神賜福、醫治外，有否思想與

神的關係？祈求與神有更親密的相交？

三月廿七日　士師記十二至十四章******************************************
重點： 耶弗他擊打以法蓮人；以比讚、以倫、押頓作士師；以色列人

為非利士人所轄制；參孫生；參孫娶非利士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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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 以法蓮人因為咬不真字音，便說「西播列」。基列人就將他拿
住，殺在約但河的渡口。那時以法蓮人被殺的有四萬二千人。
（十二6）

因為以色列人悔改認罪，神便選召了被人歧視的私生子耶弗他，
救以色列人脫離亞捫人的壓制。

好逞強的以法蓮支派妒忌心又起，來與耶弗他爭吵。耶弗他並沒
有基甸那樣的謙卑，反唇相譏，結果引致內戰。耶弗他領導的基列人
把守約但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蓮人過去。以法蓮逃走的人若說：「容
我過去。」基列人就問他說：「你是以法蓮人不是？」他若說：「不
是」，就對他說：「你說『示播列』。」以法蓮人因為咬不真字音，
便說「西播列」。基列人就將他拿住，殺在約但河的渡口。那時以法
蓮人被殺的有四萬二千人。啊！神的國度受了何等大的傷害和虧損！

主耶穌離世前為祂的門徒和教會禱告：「聖父啊，求祢因祢所賜
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約十七11、
20）我們卻常相爭，爭權奪利，以致工作不前，失去見證，神的國
因為我們的紛爭要受何等的虧損！得益的是誰呢？豈不是撒但麼？因
此，為主被囚的保羅勸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
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
1-3）
默想： 「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二3）

三月廿八日　士師記十五至十六章******************************************
重點： 參孫因失妻怒殺非利士人，被猶太人出賣，被大利拉出賣；參

孫與敵同歸於盡。
鑰節： 他們說：「我們斷不殺你，只要將你捆綁交在非利士人手

中。」於是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將他從以坦磐帶上去。
（十五13）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耶和華將他們交在非利士
人手中四十年（十三1）。但以色列人不像從前那樣醒覺，情願

服役於敵人，也沒有向神求拯救，可見其嚴重的墮落光景。
神卻有恩典，有憐憫，興起拯救者參孫，對他的不能懷孕的母親

說：「⋯⋯這孩子一出胎就歸神作拿細耳人。他必起首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非利士人的手。」（十三5）

參孫長大後，時時為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上去安營在猶大，布
散在利希，要攻擊神的百姓。猶大人非常害怕，但不呼求神拯救；既
得知參孫之事，也沒有與參孫聯合，一起擺脫非利士人的軛，反而與
敵勾結，出賣參孫，說：「我們下來是要捆綁你，將你交在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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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我們斷不殺你，只要將你捆綁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於是
用兩條新繩捆綁參孫，將他從以坦磐帶上去。

耶穌基督不是要拯救祂的百姓嗎？但猶太人卻呼喊說：「除掉
祂。」聖靈不是要來釋放我們，叫我們得享基督裡的自由麼？我們也
常用諸多理由或是制度，限制了聖靈的工作。
默想： 我們有賣主求榮？是否寧願享受罪中之樂而服於撒但權勢下，

消滅聖靈的感動？

三月廿九日　士師記十七至十八章******************************************
重點： 米迦的偶像；但支派取了米迦家之偶像與祭司；但人攻打拉

億。
鑰節： 你作一家的祭司好呢？還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十八19）

十七至廿一章記載的是有關事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的事，顯出神
百姓宗教和道德的墮落和腐敗。

在猶大的伯利恆有一個少年的利未人，不安於本分，去到以法
蓮，被米迦聘請，作他家偶像的祭司。

但支派又不安於神所分配之產業，另覓地業。探子途經米迦的
家，向那祭司求神問卜。事後帶著六百人，拿著武器，要去掠奪所窺
探之太平地。

他們又來到米迦的家，搶奪米迦的偶像神龕，又對那少年的祭
司說：「你作一家的祭司好呢？還是作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
呢？」那為求個人事業與享受的少年祭司，那會考慮神的旨意；自然
那裡地位、權勢、報酬高，就到那裡去。因此「祭司心裡喜悅，便拿
著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並雕刻的像，進入他們中間」（20節）。自
此，但支派就陷在偶像的敬拜裡了。

甚麼樣的生命，就帶來甚麼樣的事奉；甚麼樣的事奉，也帶來甚
麼樣的信徒。
默想： 我們為甚麼事奉？求財、名、權，或是甚麼呢？

三月卅日　士師記十九至廿一章*********************************************
重點： 基比亞人道德敗壞；利未人的妾被殺；以色列人攻打便雅憫支

派；為便雅憫人娶妻。
鑰節： 於是以色列從但到別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眾人都出來，如同

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華面前。（二十1）

當以色列中沒有王的時候，有住以法蓮山地的一個利未人，娶了
一個猶大伯利恆的女子為妾（十九1）。他倆途經便雅憫的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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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基比亞人夜間起來，想淫辱那利未人，結果將他的妾強姦致死。
以色列眾人得悉這兇淫醜惡的事，於是從但到別是巴，以及住基

列地的人都出來，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華面前，誓要處置這
惡行。

他們籌劃商議，照所掣的籤去攻擊基比亞人。要在以色列各支派
中，一百人挑取十人，一千人挑取百人，一萬人挑取千人，為民運
糧，等大眾到了便雅憫的基比亞，就照基比亞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醜
事征伐他們。

他們這樣對付罪惡，是認識神的聖潔；他們如此熱心，也是可喜
的。只是從整個行動看來，卻是愚昧的，沒有愛心的挽回。

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卻沒有求問神，自己籌劃商議，並作出決
定。末了才問神說：「我們中間誰當首先上去與便雅憫人爭戰呢？」
（18節）人都是有了決定才求問神，有了議決才求神祝福，難怪效果
總是不如意。
默想： 為何事前不求問神？如何挽回陷在罪裡的弟兄姊妹？

路得記
本書記載的事是在士師時期發生的，書中內容是神的憐憫和照

顧，延伸到我們生活的每一部份，比我們所想像的更豐盛，更周到。
神藉以利米勒的外移，將外邦的摩押女子路得帶到伯利恆。在那

裡，她嫁給了猶大支派的伯利恆人波阿斯。他們的結合得到神的賜
福，他們的兒子俄備得就是大衛的祖父，即是說，波阿斯和路得就是
大衛的曾祖父母，也就是彌賽亞的祖先。

大綱： 在摩押地的遭遇 一章
 在波阿斯的田邊拾穗度日 二章
 請求至近親屬盡責任 三章
 波阿斯娶路得 四章

三月卅一日　路得記一至四章***********************************************
重點： 以利米勒、拿俄米夫婦遷居摩押地；拿俄米帶媳婦路得回伯利

恆；路得在波阿斯的田拾穗；波阿斯娶路得；路得成為大衛的
祖先。

鑰節： 瑪倫和基連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
子。（一5）



耶 穌 說 ： 「 我 來 了 ， 是 要 叫 羊 （ 或 作

「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

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

盛。」（西二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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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師秉政的時候，是神百姓墮落、遭神管教又施憐憫的日子。以
利米勒見國中遭遇饑荒，沒有審視原因何在，便自作安排，帶

著妻子拿俄米和兩個兒子離開神的應許地，往他看為富庶卻是神所咒
詛的摩押地去。

從拿俄米看來，她隨著丈夫往摩押，得以避過了猶大的饑荒；後
來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她還有兩個兒子，便為他們娶了摩押女子為
妻，一心以為可以靠兒子度過下半生。可是她兒子瑪倫和基連二人也
死了。

拿俄米沒有丈夫，也沒有兒子，一切可倚靠的都失去了，怎麼
辦？感謝神，有聲音傳到她耳中：「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
與他們。」（6節）拿俄米便起來，返回神的應許地去。

神的豐盛只在基督裡，我們卻以為在基督外有許多富裕而追求
之。神因為愛我們，給與諸多攔阻，要叫我們一無所有、一無倚靠，
惟靠基督，回到基督裡，領受神所應許的豐盛。

「死了」「沒有」，是個轉機；有死、才有復活。
默想： 我們是否仍然抓著可恃的才智，享受地上的福樂，而忽略屬靈

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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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多謝您們愛心的代禱和奉獻，願主的恩豐豐富富地賜與您們。

讀經日引
本期發行情形

香港及中國 8,000本

美國 5,800本

新加坡 1,000本

馬來西亞 2,000本

其他地區 1,800本

徵信錄
6457 主知名  300.00 

6458 鍾小蘭 1,000.00

6459 陳燕珪  100.00 

6460 主知名 2,770.00

6461 九龍城浸信教會 15,000.00

6462 李陳碧蓮  100.00 

6463 林霞艷  300.00 

6464 Padstow Chinese

  Congregational Church 2,609.35

6465 陳寶霞  200.00 

6466 KUANTAN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3,722.33

6467 置富浸信教會 1,000.00

6468 荃灣浸信會 8,000.00

6469 梁偉明 1,500.00

6470 麥芳女士 5,000.00

6471 方艷珠  300.00 

6472 主知名  200.00 

6473 李惠玲  200.00 

6474 劉妙蓮  452.49

以下為美元奉獻

26396 Chang Tao C / Shu-Hui H. 200.00

26365 Chen Jia Chun 100.00

26403 Cheng Teresa S. 50.00

26366 Chi Swia Chenn / Fai Tsui 100.00

26360 Heavenly Grace UMC 200.00

26383 Kwok Mandy Man Yee 50.00

26395 Lai EE S 100.00

26368 Lam Cindy C 30.00

26402 Louie Henry / Lina 200.00

26371 New China Elim INC. 2,000.00

26399 Shieh Ching-Chyuan /

  Miaw Meei 200.00

26370 Yang Chien-Mei 100.00

26377 Yip Oi T 100.00

26363 Yuen Wu Kit-Ming /

  Elaine Huang 50.00

2016年 7 月至 9 月收支表
 收入 支出
香港讀者奉獻 35,970.00 出版費 41,440.00
美國讀者奉獻 27,074.40 郵運費 49,244.60
其他海外奉獻 6,784.17 美國運費（郵費未計） 2,543.64 
小結 69,828.57  93,228.24
本季不敷 (23,399.67) 
承上不敷 (432,341.70)
累積不敷 (455,741.37)



1. 奉獻請用支票或匯票，抬頭：“GOSPEL FELLOWSHIP LTD.”；
寄「活道製作印刷公司」代轉（參上面地址），切勿郵寄現金。

2. 香港讀者亦可將奉獻直接存入恆生銀行支票戶口286-398292-001，
然後將收條並附姓名地址寄「活道製作印刷公司」（參上面地
址）。（奉獻收據可作為豁免入息稅用。）

3.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讀者，請將奉獻寄上列所屬地區地址代收（請註
明「支持出版《日引》」，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參其上指示）。

香  港： 福音團契書局
 （郵件代收：活道製作印刷公司
 LIVING WORD PRODUCTION CO.
 Rm 1008, 10/F. Ho King Comm. Centre
 2-16 Fa Yuen St., Mongkok, Kln., H.K.）

馬來西亞： C.N.E.C.
 93, Jalan Emas 1, 
 Taman Sri Skudai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馬來西亞讀者可將奉獻寄此地址
 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Christian  
Nationals’Evangelism Commission）

新 加 坡： C.N.E.C.
 134-136 Braddell Road
 SINGAPORE 359919
 （新加坡讀者可將奉獻寄此地址
 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 C.N.E.C.）

美  國： CROSSROADS PUBLICATIONS
 P.O. Box 3356
 Los Altos, CA 94024
 U.S.A.
 （美國讀者訂閱及奉獻請寄此地址 
 支票或匯票抬頭請寫 Crossroads  
 Publications，（請註明「支持出 
 版日引」，奉獻收據可獲免稅）

讀經日引
BIBLE PATHWAY

顧問：褚永華牧師
編著：陳錫波
出版兼發行：福音團契有限公司
GOSPEL FELLOWSHIP LTD.
E-mail:
gfbookshop@gmail.com
biblepathway@yahoo.com.hk
Facebook: 讀經日引

製作：活道製作印刷公司
LIVING WORD PROD. CO.
香港九龍旺角花園街2-16號
好景商業中心十樓1008室
E-mail: livwordhk@yahoo.com.hk
電話：2771-8284

免費贈閱
歡迎函索
請填回中間頁訂購表
或電郵索閱

gfbookshop@gmail.com
biblepathway@yahoo.com.hk

另備有電子版(繁字、簡字)
歡迎電郵索閱

讀經日引
正體及簡體

新
年
快
樂



新年的故事：古時以色列人在埃及受
奴役，就歎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
神。神向埃及降九種災難，要埃及
王法老釋放以色列人，但他不肯。最
後，神宣告要派使者在埃及全地擊殺
所有長子。以色列人也在埃及，他們
的長子豈不也遭擊殺？於是神吩咐他
們每家宰一隻羊羔，把羊血塗在房屋
的門框上和門楣上。使者一見這血，
就越門而過；以色列人就得免這災
殃。並且他們趁埃及人為喪子而大哀
號之時，昂然地離開為奴之地埃及。
神把這一日定為他們一年之首，為新
年。
約二千多年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降
世，作了神的羔羊，為人犧牲，流出
寶血，叫凡信祂的都得永生。那一天
也就成了他人生另一個新開始，走上
有神看顧、導引的人生路。

Happy New Year

新
年
快
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