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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第十七－二十章

申命记第十七至二十章

第十七章

现在，你们大略都已知道，申命记意思就是

将神的律法重新温习一次。这个字本身的意

思是指，再一次申述的诫命和律法，其实是

摩西将神的诫命从头替百姓复习一次。

这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次温习因为再过不久，

摩西就要离世，将由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

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在这里，摩西继

续教导他们，也是最后一次教导他们。

十七章一开始，摩西再次的提醒百姓不可以

将自己不要的东西拿给神；不可以将有残缺

的动物献给神。我们若是将那些没有用处，

已经打算丢弃的东西给神，就是对神的大不

敬。付出相当的代价献给神，才能真正表达

我们对神的敬意。

当时大卫要向阿珥楠购买他的打谷场，打算

在那里向神献祭；因为神派了天使降临在那

里，停止了当时在以色列全地流行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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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珥楠说：「这块地就送给你好了。我这里

还有一头牛，你拿去作燔祭，献给神好

了。」但是大卫说：

「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白得

之物献为燔祭。」（历代志上 21：24）

大卫被称是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当我们

献上礼物给神的时候，神就得到了祂应得的

荣耀。当然，我们给神的东西应该是有一定

价值的，否则就算不上什么礼物了。

耶稣曾站在一旁看人们将钱往奉献柜里放，

当祂看到那位寡妇投了两个小钱时，说道：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

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马可福音 12：43）

众人拿出来的都是他们多余的钱财中的一小

部份。这位寡妇拿的却是她赖以为生的全部

金钱。所以奉献给神的时候，千万不要将那

些自己不要的拿出来给祂。

「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

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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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憎恶的。」（申命记 17171717：1111）

当时律法规定得非常严格，神的目的是要保

全以色列民族。神很清楚，百姓住在那地，

若是允许他们在某些事上为所欲为，就等于

布下了会带来整个民族灭亡的种子。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大部分过去一度强盛的

国家之所以衰败，不是因为被外来武力征

服，而是由于国家内政治的腐败。

所有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都会出现腐

败的趋向。大部份的国家都建立在一定的道

德基础之上，譬如说，公平，正义，平等等

等。这些都是国家建立的重要基石；当这些

基石开始腐败时，国家就处于危险状态，很

快就会倾倒下来了。

偶像崇拜是神防止百姓沾染的恶习之一。因

此神规定，若是有人敬拜偶像，敬拜别神，

或是拜其它上帝没有吩咐过的东西，就会被

石头打死。以此作为惩罚。

「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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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去事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

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申命

记 17171717：2222－3333）

若是你们听见有人做了这些事，就要先仔细

打听清楚，并且要有两三个人作见证。若情

属实，就要所有以色列会众拿石头将这个人

打死。如果只有一个见证人，就不可处死那

人。若是呈送到审判官面前的案件内容过于

复杂，审判官无法判断，就要将这个案件送

到祭司那里去定夺。

「（审判官）就要去见祭司利未人，求神将

判语指示你。」（申命记 17171717：9999）

这里，神再一次提到祂要在迦南地选一个特

别的地方，百姓可以到那里敬拜祂，和祂相

会。

十四节开始很有意思，神预言不久的将来，

百姓将会走腐败的道路。神原本是要以色列

成为一个神治的国家，直接由神所掌管，让

他们拥有与世界其它国家大不一样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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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国家可能是君主制，独裁制，民主制，

或其它形式的政治制度；以色列的制度则独

一无二，由神直接来管理。

这和今天的伊朗可不一样；伊朗的独裁者只

是装出事事都要求神许可的假像，他所行的

和真正的神治还差个十万八千里！

神早就知道，这些百姓会坚持要为自己的国

家立一个王。尽管现阶段，以色列仍然遵从

神的旨意，没有君王统治他们，但神知道，

有一天，他们将不再遵从神的计划，执意要

为自己设立一个王。

因此，神颁布了这些律法，让将来君王统治

百姓时，照着这些规定而行。尽管设立君王

是四百多年之后的事，然而神已经预见到百

姓将来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先定下将来的王

要遵守的准则。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神预见了百姓

将来会要求为自己立王，就干脆先定下准

则，让未来被立为王的人遵守。就连百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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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出何种的理由，要求设立君王，神也早

有预料——他们想象四周的国家一样，设立

一个王来治理他们。

当时，百姓来找撒母耳，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

一样。」（撒母耳记上 8：19－20）

他们要求为自己设立一个王。而神早就预料

百姓会这么做，就对他们说：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

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

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

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

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申命记 17171717：14141414－

15151515）

这里是神有关君王的规定。第一，王不可以

为自己添加马匹，也不可以派人到埃及去买

马。第二，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主要

理由是：

「恐怕他的心偏邪。」（ 申命记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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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所罗门作王以后，违反了上述全

部规定。第一，他积极的为自己添加马匹。

现在你仍能在以色列看到所罗门王的马厩。

不只如此，他还派人下到埃及去买马，这违

犯了规定。最后，他娶了许多的妃嫔。有意

思的是，神在这里已经预先警告说：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

邪。」（申命记 17：17）

不幸的是，所罗门王的妃嫔真的让他的心偏

离了神，给他带来了失败。神早就预料到以

后的王会犯这样的罪，及其带来的不幸后

果，并对他们发出了警告。然而所罗门王无

视神的警告，做了那些神不准许的事。结果

神所说的事果然发生了。

换句话说，神很清楚祂在说些什么，而我们

却经常以为自己知道的比神还多。心想：

「那些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有充分的免疫

力，不会有事的。我可没那么容易受人影

响；即使再多娶几个太太，她们也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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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神的态度的。别人也许会受影响，但是

我绝对没有问题。」我们非常的自恃，以为

自己能够幸免于神所立的律法和规定之外。

那样想就大错特错了。神设立的准则，任何

人违反后，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其实你没法

逃脱。要知道，神这么说了，事情就一定会

照他所说的发生。若没有那个必要，神就不

会给你那种警告。不论神警告你的是什么，

你若是故意违反，就是自找烦恼。

在这里神立了准则，而所罗门王却执意不

听，结果神所警告的果然就应验在他身上

了。

做君王的应将神的律法抄写一份放在身边，

每天读一读。如果我们的总统也将神的话抄

写一份给自己用，那该有多好啊！你抄好神

的话后，天天读，让自己沉浸在其中，就可

切实施行。摩西将领导权交给约书亚的时

候，同时也将神的律法给了他，说：



9 of 33

申命记第十七－二十章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

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约书亚记 1：8）

大卫王谈到过自己深爱神的律法，时常昼夜

思想神的话语。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

对神的话语敬爱有加。他是神心目中理想的

王者之王。

神一直要找的就是一个有牧者心肠的国王。

神愿意这种人来治理祂的百姓。神希望所有

做王的都具备牧者的心。而大卫正是持着这

种心态来治理和牧养神的百姓；他喂养照顾

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的需要。

愿所有的君王都抄写一份律法，并经常研

读。

第十八章

摩西再次提到，利未族的支派将分不到土地

作产业；但是他们可以吃那些百姓献给神的

火祭，以此为他们的产业。因为耶和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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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产业。当祭司替百姓献完祭之后，他

们要将那祭物的前腿，后腿及脾胃等内脏留

给祭司。

「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

毛，也要给他。」（申命记 18181818：4444）

神其实是要求他们将所有收成的十分之一献

出来，而且那十分之一还得是最初的收成。

百姓带着祭物，到祭司那里献祭时，祭司可

以留下祭物的前腿，后腿和脾胃。那些就算

是祭司该得的报偿，归祭司所有。

在以色列稍后的历史当中，以利成为以色列

的大祭司，他的两个儿子非常贪婪。百姓前

来献祭的时候，这两个贪心的人就会拿叉

子，把祭肉中最好，最嫩的部位先取走。旁

边的人阻止他们，就被他们赶走。因着他们

的贪婪，百姓就开始讨厌给神献祭。

然而，以利却没有纠正他两个儿子的恶行，

结果神很严厉地处罚了以利和他的两个儿

子。因为他们以贪婪的心事奉神，引起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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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对神的不满。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一心

满足自己的欲望，关心自己的需要过于关怀

百姓。所以神就让以利和他的儿子遭遇到了

非常悲惨的下场。

其实，神已规定祭物的某些部位是要留给祭

司的，另外农地和葡萄园最初收成的十分之

一，也都要给祭司。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拣

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

侍立事奉。他要得一分祭物与他们同吃。」

（申命记 18181818：5555，8888）

这里，神再一次吩咐百姓，不可以随从原来

居住那地的百姓去行那些邪恶的习俗。他们

应当将那些国民全部赶到国境之外去。

「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经火，也不可有

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

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

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

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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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

完全人。」（申命记 18181818：10101010－13131313）

这里提到做「完全人」：

「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作完全人。」

（申命记 18：13）

你们一生当中，不可敬拜别神。你们的心要

全然向神，不可以分心于其它事件及嗜好

上。要让你们的心，全然专注于神。

「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兆

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

不许你这样行。」（申命记 18181818：14141414）

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还可看到许多关于耶稣

基督的预言。

「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

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

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

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

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

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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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

当说的话传给祂，祂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传给他们。」（申命记 18181818：15151515－18181818）

在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对众人讲道时候就

引用了申命记这段经节作为有关耶稣基督的

预言。犹太人深知摩西所说的预言，他们一

直在期待着弥赛亚的降临。他们相信这段讲

的就是那即将来临的弥赛亚，他们相信神会

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好将神的话传给他们。

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

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使徒行传 3：22）

那也是为什么人们来找施洗约翰，问他：

「这样你是谁呢？是那先知么？」（约翰福

音 1：21）

他们问的就是这里说的先知。

「你就是那位先知吗？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

的像摩西那样，神要通过他向祂的百姓传话

的那位先知吗？」

约翰回答说：「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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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弥赛亚吗？」「不，我也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他说：「我

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

的（那位）。」（约翰福音 1：22－23）

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在寻找他们的弥赛

亚。他们预期弥赛亚很快就要降临。他们告

诉我：「我们相信弥赛亚像摩西一样。」他

们正是根据这段经节来说的。

他们不认为弥赛亚是神的儿子。他们说：

「你说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们可不这么认为，我们相信祂和摩西一

样，也是一个人。神要从我们当中兴起这么

一个人，将祂的话语传给我们。」

这样，犹太人至今仍然在他们自己的族裔当

中寻找那位弥赛亚，认为他要来帮助他们重

建圣殿，为他们带来和平。所以一旦有这么

一个人兴起，替国家带来和平，帮助他们重

新建立起圣殿，他们就会一致拥戴那个 人做

他们的弥赛亚。然而，我们还看到其它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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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譬如说：

「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赛亚书 7：14）

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指：

「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 1：23）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

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 7：

14）

犹太人期待的并不是神的儿子，他们在找一

个人。

那个人快临到了，他很快就会出现在西欧地

带。他将会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还会帮

助他们重建圣殿；以色列人将会称那人为他

们的弥赛亚。我们现在已经临近这些事件发

生的时刻。悲哀的是，以色列人将要接受这

个敌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耶稣说：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

（约翰福音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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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

「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

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

（约翰福音 5：43）

三年半之内，他们要被敌基督所蒙骗。过了

三年半后，圣殿重建完毕，以色列人又会恢

复他们每日在圣殿的祷告和献祭。这时，敌

基督就会来到耶路撒冷，站在重新盖好的圣

殿当中，进到至圣所宣称自己是神。他要停

止犹太人日常的祷告和献祭，并宣称自己为

神，要求人们像敬拜神一样敬拜他。

那时候，犹太人才会发现自己过去受了这个

人的蒙骗，原来他并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

亚。那些熟知圣经预言的人，就会赶紧逃到

约旦，躲在配特拉的岩石城中。神会保守存

留他们在那里三年半之久。敌基督要统治耶

路撒冷城，那些留下来没逃开的会遭遇到极

为悲惨的迫害。

现在，你如果和那些正统的犹太教徒谈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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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弥赛亚，他会告诉你：弥赛亚不是神的

儿子，他只是一个人。神要在以色列百姓当

中兴起一个人，如同摩西。他不是神的儿

子，只是一个人。他们至今仍在等候这样的

一个人，来带领他们脱离目前的险境。

「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

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

必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

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

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

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

你不要怕他。」（申命记 18181818：20202020－22222222）

要辨认一个假先知并不太难。最简单的判断

准则是，看他所预言的事情是否照他所说的

成就。如果没有成就，你就可以断定他是一

个假先知。

有些人特别容易受骗，耶和华见证会里，曾

经有人三翻四次预言说：耶稣将在某个时候

再临。他们所说的没有一次成真，然而那些

跟随他们的人还是没能醒悟过来，看不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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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纽约的那几个领导人是假先知。

我非常同情他们当中那些挨家挨户敲门的

人，他们这样做是想叫人加入到他们中间。

那些其实都是很虔敬的人。很多时候，我真

希望基督徒也有他们这种热诚。他们对神是

真诚的，只可惜被他们的领导人欺骗了。

我不得不相信那些领导者是在蓄意骗人。因

为他们胡乱地翻译解释圣经，不是偶然译

错。

他们故意错误地解释圣经，用以欺骗人。我

之所以同情那些前来敲门的人，是因为他们

被人欺骗了。但愿他们能够清楚基督耶稣里

的真理；能够了解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神

的恩典和爱。进而知道要信靠耶稣，而不是

为耶和华所做的工得救。

彼得也告诉过我们如何辨认假先知。在彼得

后书第二章，他警告人们要小心那些假先

知：

他们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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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 2：3）

如果有人应用种种手法，或鼓励，或威胁，

要你给他们钱财；如果他们四处招摇撞骗，

想要获取暴利，这种人就是假先知。

他们用计算机打字机印出大量的邮件，看起

来像是写给你个人的。信上说：「最近我时

常想起你，很想知道你的近况如何。」他们

用尽甜言密语，目的只想从你身上获利。你

也许会说，「他们可是作了不少善事呢！」

但是根据圣经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

他们就是假先知。

假设我身上有一张二十元美金的假钞，一个

人来找我说：「查克，我需要你的帮助。我

丢了工作，现在小孩肚子饿了，我没钱买东

西给他们吃。」我并不知道那张钞票是假

的，就把钱给了他。他拿了钱，到菜市场买

了食物给孩子吃。菜市场的老板则拿了那张

20元钞票到电力公司去付了电费。

稍后，你到电力公司付帐的时候，他们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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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假钞找给你。你转身拿了那张钞票去买

了一件毛衣。毛衣商人又拿着那张钞票到瓦

斯公司付了账单。瓦斯公司拿着钞票到银行

存钱的时候，银行工作人员说：「对不起，

你这张钞票是假的，我不能收。」

嘿，谁说的，那张钞票可是行了不少的善

事，它喂饱了一家子穷人，又付清了电费和

瓦斯费，还买了一件新毛衣；你看，它做了

多少的好事。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那是

一张假钞，你们不能收？「对不起，那的确

是一张假钞。」

你可以辩称那张假钞行了那么多的好事，但

这一辩解站不住脚。很多人使用这种理由为

那些假先知及骗人的宗教系统辩解。你看看

他们做了多少的善事，如何如何。但是他们

仍然是假货，最后到银行存款的时候，就会

被识破。

所以神警告以色列百姓，要小心那些假先

知。神可不会轻易放过那些冒神的名来对你

说：「神这么跟我说」；却只是讲自己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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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不讲神的话的人。

我认为，现在计算机印出的看起来似呼很个

人化的信，对教会而言是一种咒诅。近年

来，我收到越来越多这类的信。有人专门收

集你的地址，汇集在一起，相互买卖名单。

如果他们得到有一定回复率的名单，就可以

卖出去。你若是寄了支票回去，你的名字和

地址就值更多的钱。

前两天，我接到一封信，寄信人的名字叫做

「Popoff，」他自称是一个先知，来信中写

道：「主说，我心里喜悦你，要大大地祝福

你。」讲了一大堆神要如何祝福的事。

我就给他回了一封信，说：

耶和华说：「那些以谎言和矜夸使我百姓走

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

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

处。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 23：

32）

我确知这句话是主说的，因为我直接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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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里的话。然后，我又加了一段小注解，

当然我没冒神的名，说明这是我自己的话。

我说：「扫罗的名字都被改为保罗了，我想

你的名字应该由「Popoff」改成「Rip－off」

（剥削的意思）才对。」我想，我的名字该

从他的邮寄名单上去掉了。

然而，有许多这种专门剥削人们的骗子，四

处招摇撞骗，自称为神的先知。正如我先前

所说，神不会放过假冒神的名宣称自己的

话，不说神的话的人。到了时候，假先知可

是要处死的。

第十九章

在十九章，摩西又一次吩咐百姓在神赐给他

们的地上设立逃城。他们已经在约旦河的东

岸设了三座逃城，等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

后，神还会另外指定三个城市作为逃城。

为的是让那些过失杀人的人，有地方躲避仇

家。譬如说，你和朋友到森林去砍材，忽然

间，你的斧头脱了把，飞出去撞到朋友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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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当场就倒地毙命。他的亲人很生气，要

杀了你偿命。那时，你就可以跑到逃城去 躲

起来，那些人就不能来报仇。他们不得进入

城里去杀你。但是逃城绝对不能收容那些真

正有罪，蓄意去杀人的人。

第 9节的地方，神再次给了他们一些诫命，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

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

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申命

记 19191919：9999）

也就是说，他们进入那地之后，要再设立三

座逃城。然而，神最主要的诫命是：

「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祂的道，」

（申命记 19：9）

他们也不得挪动邻舍的地界。当时人们常常

会堆一迭石头作为地界。即使在今天，你到

以色列去，仍然可以看到野外田间，站立着

一堆堆的石块，是堆积起来作地界用的。

在犹太人区，他们并不时兴立这种石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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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区，特别是在西岸的

地区，你可以看到野外成群的小石堆，都是

人们堆积起来作地界用的。神警告他们，不

得偷偷在晚间没人看到的时候，将你邻舍的

地界往他那边挪移。那样做是违法的，很令

人不耻的行为。

如果有人作假见证，指控他的邻居做了坏

事，而有人可以证明这个人作的是假见证。

这个人应得的惩罚是，照他原本的指控，想

陷害邻居受的责罚来对待他。换句话说，你

若站起来，指控某个人说：「我看到这个人

偷了一头牛。」结果别人证明了你在说谎，

你根本没有真正看到那个人，只不过想陷害

他；那么你应得的惩罚就和偷牛贼的一样。

你作假见证，要将罪名加害于别人身上，那

罪名所应得到的惩罚就会落到你的身上。你

作伪证，将死刑的罪名加害于别人，那你就

要被处以死刑。你想致别人什么样的罪名，

那后果就会落在你头上。神要让百姓对撒谎

作伪证有一种正常的畏惧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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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

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

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

（申命记 20202020：1111）

我们要记得，这些百姓从前是奴隶。他们心

中有许多的恐惧存在，特别是害怕争战。他

们没有受过战斗训练。那时，以色列既没有

马，又没有战车。

当时的战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坦克。所以

没有战车，就等于拿步兵和坦克对阵。难怪

以色列百姓看到敌人众多的马队，战车朝着

他们飞奔而来时，心中会极其惶恐。因此，

神告诉他们：「当你们看到这些骑兵，战车

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我会与你们同

在。」大卫说：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

你与我同在。（诗篇 23：4）

要知道，意识到神的同在是世界上驱除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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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方法。遇到令人害怕的情况时，有与

神同在的感觉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我常常会忘记神的同在，那时，我就变得非

常恐惧。我们碰到困境时，就要记住：「神

与我同在，祂若帮助我，谁又能抵挡我

呢？」那样，你就能得到莫大的安慰。

现在以色列人终于准备好出去和敌人征战

了。

「（上阵前，祭司要宣告）说：『以色列人

哪，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争战，

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兢，也不要因他们惊

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

你们与仇敌争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

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

可以回家去。』」（申命记 20：3－5）

那个人不需要出去征战，因为如果他已经盖

好房子，却还没住过；万一上了战场被杀死

就没机会住新房子，只能由别人住了。因

此，那个人可以免于上战场，先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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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

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申命

记 20202020：6666）

你花了很大工夫，种植葡萄园，若是还未尝

到果实就在战场上牺牲，那就不太公平了。

所以这些人和那些盖了房子还未住过的人一

样，可以回家，不用去打仗。

「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

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申命记 20202020：

7777）

还有那些定了亲，还没娶妻过门的人，也可

以免除兵役，回家去。

「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

他可以回家去。』」（申命记 20202020：8888）

最后剩下来的军队，可说是一群准备好要迎

战的勇士；他们不惧怕，也没有其它牵挂，

比如家里有未婚妻等着要结婚之类的事，他

们已经全然准备好可以出战迎敌了。这些剩

下来要和敌人对抗的战士，是真正准备好来



28 of 33

申命记第十七－二十章

迎战的人。

他们之所以要把那些心里害怕的人送回家，

是为了避免上了战场那些人心里害怕，就惶

恐不安，弃甲而逃。这样会导致整个军心的

溃败；因此这里干脆先让那些心中害怕的人

回家。这实在是个好主意。

他们宁可将那些害怕的人先送走，免得争战

到了一半，那些人因害怕惊慌失措。这样反

而会影响士气。所以让他们先离开是一个很

明智的决定。那些最后留下来的人才是真正

能够打仗的勇士。

你们准备攻打一个城市之前，要先让他们求

和，他们若是打开城门求降，你们就可将这

个城市接管过来。他们若是和你们争战，你

们就要破城而入，把所有的男丁全部杀死，

留下妇女和小孩作为你们的仆人。你们可以

将他们的财物占为己有。你们得以拿牛羊等

动物宰杀后再享用之。

「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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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一个不可存

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

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申命记

20202020：15151515－17171717）

不要和他们结盟立约，要将他们全部灭绝除

尽。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

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

和华你们的神。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

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申命

记 20：18－19）

神要以色列百姓将那些国家的人民全部灭

绝，目的是要避免百姓受他们的影响跟着败

坏，至少不让他们污染你。

但是，百姓并没有遵照神的吩咐；他们保留

了其中的一些城市，结果百姓真的去学习那

些人的败风坏俗，变得腐败不堪。到最后，

果然如神所警告的，以色列百姓就被赶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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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应许之地。

很多人经常没有办法了解，神为什么那么残

忍，吩咐以色列人要将整个城市和其中的居

民完全除灭；我们必须试着从神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才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因。

神之所以要下这种命令，主要理由在于那些

居民所行所为，非常地卑劣败坏；尤其是他

们的崇拜方式和许多的日常作为，我甚至无

法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描述给你们听。

他们可说是已经完全无药可救；他们的行径

非常地卑劣下贱，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凡

乱伦，兽交，还有其它许多他们认为是家常

便饭，你却是无法想象的败俗行为，其实早

晚会带来他们自身的绝灭；他们很快的就会

成为一群痴呆愚蠢的人民，走向自我毁灭的

路。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命令以色列人将那些国民

全部杀灭掉，以免有人留下来，住在百姓当

中，带来坏的影响。如果以色列中有人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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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败风坏俗，自然就会害得其它百姓也沾

染上这些习俗，整个民族就要走上自我毁灭

的结果。

那情形就好像是，你在学校里当警卫，正在

看管着一群幼稚班的学生，在校园里玩耍。

忽然间，你注意到对街有一只狗往你这方向

跑过来，嘴角冒着白泡沫，你一看就知道这

狗患了狂犬病。

在那只狗跑到校园之前，你会不会赶紧想办

法将它杀死，于理你可以站得住脚吗？或者

你应该就只是坐在一边，说：「我想，那只

狗大慨是有狂犬病。你瞧，它到处在咬小孩

子呢！这可不好，狗不应该咬小孩子。」如

果是这样，我马上就会把你给开除！那只狗

患了狂犬病，早晚都会死；你若是得了狂犬

病就铁定活不了，你注定是要死的。你如果

没有立即想办法，保护那些小孩，他们若被

咬了，也染上狂犬病，那些无辜的孩子就会

死掉。因此你要是杀掉那只患了病的狗，于

理而言，是绝对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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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你如果没有除掉那只病犬，就有失

职责。狗若真的咬了一个孩子，致使小孩死

掉，你就负得起全部的责任。为了保护那些

无辜的孩子，不让他们受到感染，你有义务

马上将那只病犬除掉。

那些国民遍行败风坏俗，就像感染了狂犬病

的狗一样，早晚都会走上毁灭之路。他们不

停地败坏自己，而且迟早会毁灭自己。当以

色列百姓进入那地，看到那些国民的坏行

径，就会跟着接受神恨恶的习俗；那时，百

姓就会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因为神无法

容下邪恶的罪存在，祂就要施行审判。这样

就会将祂自己的百姓根除掉了。

所以神下了命令，要以色列人将那地的国民

全部杀灭。神这是想保护神无辜的百姓，不

让他们有机会去学习，感染上那些罪恶的行

径。

在那些邪恶得不如此猖狂的国家，神并没有

命令以色列人将他们根除掉。只有那地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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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遍满罪恶，将所有那些可怕的行径看为家

常便饭时，神才会吩咐百姓将他们赶尽杀

绝。神这么做的目的，是要保护祂无辜的百

姓，不让他们感染上那些盛行在当地国民中

的致命的恶俗。

神还吩咐他们，在攻城的时候，不要砍任何

果树来作攻城的器具，只能用那些不结果子

的树木；譬如，他们可以砍伐油加利树，或

橡树一类的树木，但是不要砍掉橄榄树，杏

子树，或任何会结果子的树木，因为将来你

们可以拿它们的果子当食物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