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命记

8 : 1 - 20 

主恩的回顾



1.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

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

誓应许的那地。

2.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

诫命不肯。

3.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

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

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4.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5.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象人管教儿

子一样。

6.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

7.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

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



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

、橄榄树，和蜜。

9.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

，山内可以挖铜。

10.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

美地赐给你了。

11.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

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12. 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13.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

加增，

14.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

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15.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

、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

出来，



16.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吗哪赐给你吃，

是要苦炼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

17.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

的。

18.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

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象

今日一样。



19.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事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20.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

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









「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

专心跟从我。惟有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儿子迦勒和嫩

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民数记 32 : 11-12)



(一)拣选的回顾

1. 神的耐心

「你也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

守他的诫命不肯。 」

(申命记 8 : 2)



(一)拣选的回顾

1. 神的耐心

当神要拣选一位祂所要使用的器皿，祂也是用各样

的环境来磨练与试验祂所要使用的人，并满有

耐心地等待这个器皿被神塑造完成。







(一)拣选的回顾

1. 神的耐心

当摩西生命中的血气之勇与桀傲不逊的性格完全被

神对付、修剪；当他更多的认识神并看清楚自

己生命的本像与软弱，这时候才开始真正地被

神使用。神要使用一个器皿是需要经过千锤百

炼与时间的塑造。



(一)拣选的回顾

1. 神的耐心

当摩西生命中的血气之勇与桀傲不逊的性格完全被

神对付、修剪；当他更多的认识神并看清楚自

己生命的本像与软弱，这时候才开始真正地被

神使用。神要使用一个器皿是需要经过千锤百

炼与时间的塑造。



(一)拣选的回顾

1. 神的耐心

当我们以为自己大有本事、才干，可以为神国做大事

的时候，神仍然不能使用我们。神要塑造我们成为

谦卑的器皿，知道离了神就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

是，完完全全地降服并将生命的主权完全交托给祂，

并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才可能成为神

手中贵重的器皿，被神使用。





(一)拣选的回顾

2. 神的目的

「是要苦炼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

他的诫命不肯。 」

(申命记 8 : 2)



(一)拣选的回顾

2. 神的目的

人往往都是以貌取人，或是只做一些表面的工夫来

博取人的肯定与好感，但耶和华神却是看重人的内

心真实情况，并且祂也鉴察人的肺腑心肠；神经常

会透过各样的环境与艰难来磨练我们，并将我们的

心完全调整到正确的心态来信靠祂。



(一)拣选的回顾

2. 神的目的

神非常重视我们「内心的光景如何」？神往往要使

用的对象是一个内心动机纯正的人，而不是大有恩

赐、才干的人；因为对的人与正确的动机，才能按

着神的心意做出对的事，来荣耀神并使人得到祝福。



(一)拣选的回顾

2. 神的目的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约翰福音14 : 15)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

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约翰福音14 : 21)



(二) 感恩的回顾

1. 神的预备

「他苦炼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

吗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申命记 8 : 3)



(二) 感恩的回顾

1. 神的预备

「在旷野中，当早晨露水从地面上升之后，神就使

地面上出现许多有如白霜的小圆物，样子像芫荽子，

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

(出埃及记 16 ：31)





(二) 感恩的回顾

1. 神的预备

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这就是耶和华神给你们预备的食物

─吗哪，你们从来没有见过，你们的祖先也不认识。」

神要以色列人从心里明白，神若不开口施恩降下吗哪，吗

哪也不可能出现；因此他们要在这旷野存活，绝对不是单

单靠着吃这些吗哪，而是他们必须完全相信神、信靠神并

顺服神口中所出的话。



(二) 感恩的回顾

1. 神的预备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

我的，永远不渴。」

(约翰福音 6 : 35)



(二) 感恩的回顾

1. 神的预备

世界上一切物质的事物都无法使人心真正的满足，

而耶稣基督祂自己和神口中的话，才是真正使我们

心灵不再饥饿与干渴的生命之粮与盘石活泉。并且

神的话语使我们有力量，能度过生命中各样的苦难

与危机。



(二) 感恩的回顾

2. 神的保护

「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

(申命记 8 : 4)

「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申命记 29 : 5)





「密室」 (The Hiding Place) 是一本非常畅销的属灵
书籍，作者彭柯丽（ Corrie ten Boom）



(三) 信靠的回顾

1. 神的应许

「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

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

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

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

(申命记 8 : 7 - 9)



(三) 信靠的回顾

1. 神的应许

「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

他。」

(申命记 8 : 6)



(三) 信靠的回顾

1. 神的应许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

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申命记 8 : 6)



(三) 信靠的回顾

1. 神的应许

摩西知道人性的软弱，当这群神的选民从一无所有

变成样样都有的时候，可能很快就会离开神的道路；

因此，摩西不厌其烦的耳提面命、谆谆告诫他们，

要谨慎留意不可忘记耶和华神及祂的诫命、典章和

律例。



(三) 信靠的回顾

1. 神的应许

「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

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

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

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申命记 8 : 12-14)



(三) 信靠的回顾

2. 神的力量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记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

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

一样。」

(申命记 8 : 12-14)



(三) 信靠的回顾

2. 神的力量

「得货财的力量是神给你的」，一点都不要自夸，不

是你自己有多少的力量和能耐。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是

神给我们的，我们有工作的机会是神给我们的，我们

还有健康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在澳洲这块富

饶的土地上生活也是神给我们的；如果神拿掉这些恩

典，我们还能拥有什么呢？



(三) 信靠的回顾

2. 神的力量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事奉敬拜，

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

(申命记 8 :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