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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第二十一至二十五章

第二十一章

让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二十一章。

若在荒野之地发现一具尸体，又没人知道是怎么死的，只是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时，就要

测量尸体离周围哪个城市最近。最近那个城市的长老就得出面献一头母牛犊作祭牲，并要

宣誓他们不知道那个人是如何死的。

这样，尸体所处之地四周的城就可以脱离这件谋杀案的流血之罪。这一规定基本上是在替

死去的人作案件调查；而周围城市的百姓得宣称自己的清白，保证他们和那个凶杀案件没

有任何关系。

「你出去与仇敌争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

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他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

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个整月，然后可以与她同

房。你作他的丈夫，她作你的妻子。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决不可为钱

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玷污了她。」（申命记 21：10－14）

奴隶的买卖在当时的社会仍然很通行，尤其是从战败国抓来的俘虏，通常是被人当奴隶给

卖掉。如果你娶了俘虏做你的妻子，后来不再喜欢她了，则可以让她离开，不可再把她当

奴隶卖掉。

「后来你若不喜悦她，就要由她随意出去，决不可为钱卖她，也不可当婢女待她，因为你

玷污了她。人若有二妻，一为所爱，一为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了儿子，但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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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恶之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

在所恶之妻生的儿子以上，」（申命记 21：14－16）

你不可随自己的好恶调换儿子的产业。即使你不怎么喜欢长子的母亲，长子该得的产业，

你还是得照规定分给他。

顽固不肖的逆子在那时会碰到大麻烦。

「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对长老说：

『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申命记 21：18，20）

如果你说：「这个儿子顽固背逆，我想尽一切办法来教他，仍不肯听话。他是一个不可教

导的逆子，我投降了。」这样的话，众人就要拿起石头，将那个逆子给活活打死。

所以，你如果对长老说：

「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申命记 21：20）

他所得到的惩罚，就是被人用石头活活打死。

「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

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

的。」（申命记 21：22－23）

这段经文值得我们深思。这里说：被挂在树上的那人是被神咒诅的。而保罗在加拉太书三

章告诉我们：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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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所引用的就是申命记二十一章的这段圣经文。

这里清楚表明的是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挂在了十字架上。祂将世人的罪全都背在自己身

上，承担了所有罪的咒诅。

亚当犯罪之后，将神的咒诅带到了地上及人类身上。神对亚当说，你要受咒诅，地面将不

再为你长出东西来。你得汗流满面，终身劳苦才能得饱足。地面将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

必须辛勤工作，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

在那之前，地面自然生长一切的菜蔬和果实。亚当和夏娃想吃什么，就可以到外面摘来

吃。现在，神的咒诅临到，地面长出荆棘和蒺藜，人类必须辛苦耕作，才能让地面长出物

产，作为食物，得以维生。

神对女人咒诅，让她们在养育小孩，以及生产时遭受极大的痛苦；神又咒诅地面，让地面

生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神的咒诅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对男人，对女人，以及对地面的咒

诅。另外神还咒诅蛇，让它终身用肚子行走，吃地上的尘土。

现在基督替我们成为咒诅，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救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说：「 凡

被挂在树上的，是受了神咒诅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律法的确是咒诅了我；我若是还住

在旧约的时代，可是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按照律法的规定，我是得被处死的；

但是基督替我成为咒诅，已经将我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解救出来了。祂为我承当了咒诅，因

为经上说，凡是被挂在树上的，就是被咒诅的了。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祂代替我们背

负了神的咒诅。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罗马兵丁作了一个冠冕，戴在耶稣头上；那个冠冕是用什么材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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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是一个荆棘作成的冠冕；荆棘是从那里来的呢？来自于神的咒诅。所以当耶稣头上

戴着那荆棘作成的冠冕，明显地像征着神为罪的缘故，让地面受到了咒诅。

而那顶荆棘的冠冕就很恰当地表明了耶稣来，正是要背负神因为罪所给予人类的咒诅；耶

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救赎出来。

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一开头就提到：那时候，若有我看到该做的事，却没有去做，是要受到处罚的。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佯为不见，总要把他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

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

给他。你的弟兄无论失落甚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佯为不

见。」（申命记 22：1－3）

也就是说，你若看见别人丢掉的东西，就要想办法将它归还原主，不可藏起来归自己所

有。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佯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妇女不可

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申命记 22：4－5）

可以说，我们现在活在一个非常奇怪的世代中，许多的男人不喜欢当男人，情愿找医生动

手术让自己变成女人。另外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男人，喜欢穿上洋装，往脸上抹胭脂，装成

女人的样子。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们还是活在旧约的时代，因为这些都是惹神厌恶的事。

有的人会说，那你对女人穿长裤又怎么想呢？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可没想去穿那些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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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裤；对我而言，那不算男人穿的衣着。那些变态者的心理，不论是男同性恋者或女同

性恋者，归根就底说来，他们一心只想做与自己性别相反的人。就是说，女人想做男人，

男人想做女人。

接下来这一节很有意思。你如果看到一个鸟巢，上面有母鸟坐着在孵蛋，你就不可以去打

搅它们。

鸟巢里若有小鸟，你可以抓走它们，但是要将母鸟留下来。也就是说，当你看到母鸟在孵

蛋的时候，不要去干扰它；若是小鸟已经孵出来，长大到能够自己生存的地步，你可以将

小鸟抓去，但是不可以带走母鸟，你得将母鸟放掉，让它自由飞走。

「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

家。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

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搀杂料作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作繸

子。」（申命记 22：8－12）

接着是谈论到有关婚姻的条例。

「人若娶妻，与她同房之后恨恶她，信口说她，将丑名加在她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

与她同房，见她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

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她，』」（申

命记 22：13－16）

在那个时代，结婚典礼完成后，准备和丈夫行房时，新娘要带一块布进洞房。之后再将那

块证明自己是处女的布交给父母保存起来。以妨自己嫁的丈夫是个下三澜，以后跟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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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结婚时早已不是处女，并四处讲你的坏话。那时，你的父母就可以拿出那块布来证明你

的贞洁。

让他们将证据摆在长老的面前，那时候你那撒谎的丈夫就得拿出一百舍客勒银子向你父亲

赔罪，因为他败坏了以色列处女的好名声。如果你拿不出证据表明自己的清白，就麻烦

了，那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很可能会被石头打死。

「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

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

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

男子治死。但不可办女子，她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

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她。若有男子遇见没

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

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申命记 22：23－29）

第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开头提到有几种不允许进入会幕的人，被阉割过的宦人就是其中之一。

「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

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所

波大米的毗夺人比珥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

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

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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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申命记 23：3－8）

此外，神又给以色列百姓颁布了一些有关清洁卫生的条例，都非常具体实用。我就不再重

复念给你们听了。

让我们看第十五节，

「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

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以色列的女子中

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原文作狗〕所得的

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你借给你弟

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甚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

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 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

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

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

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

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申命记 23：15－24）

就是说，你进了邻居的葡萄园，可以尽情地在园中大吃特吃；但是，除了那些你吃进肚子

里的，你不可以带任何葡萄到园子外去。

「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稼。」（申命记 23：

25）

换句话说，你可以用手去摘取邻居田里的麦穗吃；但是你不可以拿着镰刀去割取。



8/19
申命记第二十一至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让我们接着看，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甚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

离开夫家。」（申命记 24：1）

这里讲的是关于离婚的条例。

一个男人娶了太太进门，发现她不洁凈。有人说，这里指的是他发现娶进门的太太不是一

个处女。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对，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条例处理了这一情况。如果那个人说，他娶的

妻子不是一个处女，而妻子又无法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处女之身，她可是要被人用石头

打死的。因此，这里讲的不是这回事。那所谓的不洁凈，到底是指什么呢？ 犹太人对这个

问题分歧很大。

有个拉比学派就认为，不洁凈指的是她不是个处女。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已经有别的条例

处理这个问题。只是这里说的不洁凈到底是指什么，现在还没有定案，各派学的看法都不

一样。

有些自由学派的解释过于极端。有个拉比教导说，太太早餐煮蛋时，若火活煮的不对，就

不洁凈，你就可以把她休掉。在那时候，要离婚是很容易的，你只要写一张休书给太太，

说：「我休了你，」太太就得乖乖离开。

耶稣曾经就这个问题向犹太人提出挑战；而重点其实就是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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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洁凈指的是什么呢？」

有一天，法利赛人来找耶稣，问他一个问题，目的是想要试探耶稣。法利赛人说：「人可

以用任何理由将妻子给休掉吗？」摩西的律法规定说，人若发现妻子有什么不洁凈，就可

以给她一张休书和她离婚。法利赛人还知道耶稣的教导比摩西律法更严格，就提这个问题

来刁难祂，让祂难堪。

有法利赛人来问祂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祂。（马可福音 10：2）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

人，也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 19：9）

啊哈！耶稣这回可落入圈套了；法利赛人就是期待着耶稣会这么说。所以他们立刻回答

说：

「摩西（怎么）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马可福音 10：4）

法利赛人以为他们这下子把耶稣套住了，心想：我们终于抓到了你的辫子。这律法可是神

颁布给摩西的，没有人胆敢提出任何问题，也没人敢挑战它。人人都知道这律法是神通过

摩西颁布下来给百姓的。而耶稣说的则抵触了神所颁布的条例。因为神明明对摩西说：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甚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

离开夫家。」（申命记 24：1）

这个离婚的条例是神通过摩西所设立的，清清楚楚地记在他们的律法里。耶稣对离婚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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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严格的规定，等于是让自己敌对于神所设立的制度。法利赛人正是希望耶稣这么做。

然而耶稣接着说：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马可福音 10：6）

律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神创造人类之后，过了很久才颁布了律法。

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记 1：1）

一开始，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造了亚当和夏娃。耶稣将他们带回到最初神对家庭、对夫妻

关系的最初心意当中。神最初的意思是要男女结合之后，维持终身的婚姻关系。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

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马可福音 10：6－9）

这才是最合神本意的婚姻关系。耶稣接着又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马可福音 10：5）

耶稣不是回到律法里和他们辩论，而是回到律法以前，最初神创造人类时对夫妻关系的原

本心意。祂说：由于人的心刚硬，无法符合神最初的旨意，神就只好制定了离婚的律法，

即如果人发现妻子有不洁净的地方，就可以将她休掉，让她离开。

我个人相信，有些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他们根本就不应当结婚。很多年轻人结婚的时

候，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识，说：「我在家呆得不耐烦了。」「我不喜欢我的父母这样管

我，」如果结了婚，我就自由了，就可避开这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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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他们就会说：「只要有好机会，我们就结婚。」

他们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大都没有仔细考虑过，选择一个真正适合作自己终身伴侣的对

象。只因为那个男子长得又高又帅，是足球队的大红星，又拉得一手好提琴，就死心踏地

的爱上了他。

谁知那个男子在家里就像在球场一样，又凶又霸道。根本不懂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温柔

体贴。这种婚姻一开始就是个大错。结婚之后，太太就变成丈夫的出气筒，他将心中所有

愤怒全部发泄到太太身上；结果太太时常挨揍，整天害怕到极点。

神会对这位年轻女士说：“你犯了个大错，就乖乖地自食其果吧。你还是早点习惯于作他

的出气筒得了。你下半辈子都只能这样活在他的暴力恐怖之下了。”我不相信神会这么

说，祂不是这样的神。

神设定婚姻的原意，从来不是要制造一个恐怖的环境，让你一辈子在惧怕当中过日子。我

想，那绝对不是神设定婚姻的本意。

事实上，神在以弗所书，对作丈夫的说：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 5：25）

问题是，有一些人心里刚硬，不肯顺服神原本的理想计划，结果有了自己非常糟糕的婚姻

伴侣。神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理想的婚姻境界，所以只好另外设立离婚的律

法，让摩西颁布给百姓。然而，那并不是神定意要给你的一生的最佳计划，祂理想中要给

你的是一个能够维持终生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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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幸选错对象，而不愿意继续走下去的，神就只好安排另一个出路，让他们写下休书

和太太离婚。

很显然，这种情况往往会在早期出现。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甚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申命记 24：1）

换句话说，你一结了婚，立刻发觉这个婚姻是个错误的决定，就可以写下离婚书，让你的

妻子离开。假设她离婚之后，嫁了另一个人，过不久那个人却死掉了。这时侯，你若有点

反悔，觉得那前妻其实还是不错，想要把她再找回来。神说，不可这么做。你一旦休了

她，就不应该再娶她回来做你的妻子。你这么做会令神厌恶。

神设立了离婚的条例，又附带这些额外的条件，这倒是蛮有趣的。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马太福音 19：8）

那是因为人软弱，无法遵照神最初的理想而行。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和理想，就会

享受到无比幸福的婚姻；然而，若是做不到，神还是允许我们还有条离婚的退路。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甚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

的妻快活。」（申命记 24：5）

对某些太太而言，丈夫若几个月清闲在家，大概不会怎么快活。

「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作当头，」（申命记 24：6）

因为那磨石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所以你不应该将它拿来作当头。当时的人用磨石来磨麦

穗作成面包，没有它，人们就没食物吃了。所以如果有人向你借贷，你不可以拿他的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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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头。

「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治

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痲疯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

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记念出埃及后，在路

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申命记 24：7－9）

所以你们要敬重那些居领导地位的人。

接下来还有其它条例，规定百姓借贷给人的时候，你可以拿对方的那些东西作当头，那些

你不准拿。

你不可以拿别人的盖被作当头；因为到晚上很冷的时候，那人没被可盖，就向神祷告说，

我冷的快死掉了。那时，神就会找你算账，因为你拿了他的盖被。去向神唉求，你就有麻

烦了，因为是你害他受冻的。所以你绝对不要作什么事，让人因此在神面前抱怨你。那时

神就会来找你算账。

你若找了一个雇工，当天工作完毕的时候，你就得付他工资，免得他肚子饿了，没钱买东

西，就去向神抱怨说：「神啊，他不肯付我今天的工资，我没钱买东西吃，肚子快饿死

了。」那时，神就会来找你算账，因为是你的错，害那个人得去向神告诉。

「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

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作当头。」（申命记 24：16－17）

神眷顾那些寄居的外地人，没有父亲的孤儿，那些被人瞧不起，被社会大众遗弃在一旁的

人；神对他们特别地眷念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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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田里收割完你种植的果菜，正准备回家，忽然想起你还有一捆的庄稼放在田间忘了

带；那时你就不可以再转身回去拿。将那些留下来，稍后若有贫困的人进到田里，就有东

西可以拣取，作为食物吃。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记 24：20）

那些青涩还未成熟的橄榄，你要留在树枝上，不要摘取下来；若有贫困的孤儿寡妇来到你

的园子，他们可以采那些留在枝上的橄榄来吃。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记 24：

21）

要将那些仍然青的葡萄留在树上，而且不可再去摘第二回。你已经在园中收割了一次，剩

下的要留给贫困的人。这是一种极佳的社会福利制度。穷人可以到田间园子里，去采食那

些留下来的庄稼。

我注意到这附近有一些菜园子，园主收割的数量和留下来的几乎不相上下，将剩余的菜堆

到土里当肥料。他们若能开放园子，让贫苦的人进去随意摘取留在园中的菜蔬，该是多好

的事啊。开放园子的门，对人们说进来自己摘取吧，比把那些可以吃的菜堆到土里当肥料

会好得多。

那时，以色列百姓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收割橄榄的时候，只打一次橄榄树，树上掉了多少

橄榄，就收取多少带回家。剩余的，让它们留在树上。过些时候，则让贫苦的人进来摘

取。对穷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会福利。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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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摩西继续陈述一些很有意思的条例。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

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

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申命记 25：1－3）

「四十」这个数字代表审判，责打四十下是最高的惩罚，到了这个数，就不要多加一棍。

通常他们责打犯人三十九棍，一来是因为不准超过四十下，二来是为了法外施恩，所以一

般的责打顶多是到三十九下就停止了。罗马兵丁当时就是在耶稣身上抽打了三十九下。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申命记 25：4）

当牛在麦场上帮你犁田工作的时候，不可以笼住它的嘴巴，它要吃多少草，就让它吃多

少。

「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

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

了。」（申命记 25：5－6）

这个条例，可以确保你的名字不会从以色列 当中，被涂抹掉。你娶了妻子，不久就死了；

那时你的弟兄就得和你的妻子结婚。他们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算是你的，这样你的名字就

可以在以色列族之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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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你的弟兄不愿意和你的妻子结婚；他私底下想：「这个那么毒和坏的女人，把我的兄

弟都害死了，我不能让她做我的妻子呢！」这时，他就得到城门口，当着长老的面承认 ：

「我不愿意娶这个女人。」还要脱下鞋子交给他死去弟兄的妻子。而弟兄的妻子接着就要

吐一口唾沫在他的脸上。

我可没跟你们开玩笑，第九节就是这么记载的，

「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

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申命记

25：9－10）

此后，他在以色列中就会臭命昭著。因为他做了坏事，不愿意尽兄弟的本分，帮他死去的

弟兄立后，让他的名字可以存留下去。这样的人「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申命记

25：10）

这可不是什么光荣的称呼。

接着看第十一节：若有二人争斗，作妻子的来帮忙，却去抓对方的下体，就要砍断她的

手。（申命记 25：11）

这妻子帮助丈夫的方法不对头的话，就会就大麻烦。

「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 （申命记 25：12）

做交易在当时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他们当然力求公平。这就需要平衡天平的砝码。但是有

些人却使用两种不同的砝码，一种用于买进，一种用于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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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神在这里要求以色列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衡量制度。做买卖时只能用一种砝码。袋子

里头不可有两种砝码，卖东西时，用不足数的砝码，买东西的时候，就用超重的砝码。在

耶和华眼中，这是令他憎恶的一件事。

箴言里也有关于类似情况的经节。不幸的是，很多人都在用这种欺骗的方式作生意。

「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法码，公平的升斗，这样，在耶

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申命记 25：14－15）

换句话说，神要我们用诚实公平的态度，互相来往；不要参杂任何欺骗行为。

「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申命记 25：16）

在第 17 节的地方，神回顾历史：

「你要记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

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

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申命记 25：17，19）

亚玛力人是一行事不光明的小人；他们从以色列队伍的最后头来偷袭他们，杀了老弱病

残、跟不上队伍的人。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小人。所以你们千万要记住，亚玛力人当年是怎

么对待你们；有一天，等你们能报仇时，要将他们完全消灭掉。

后来机会来临，亚玛力人将会被清除出历史时，撒母耳叫扫罗出去将亚玛力人消灭尽净。

「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

并牛，羊，骆驼，和驴尽行杀死。」（撒母耳记上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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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圣经中的预表学时，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亚玛力人预表的是我们的肉

体。神对肉体的诏令是：将它们全部钉死，不得顾惜存留任何东西。无论你留下哪一部

份，早晚都会给你带来无穷后患。

扫罗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看到他们的牛群，羊群还有其它牲畜，都非常健美雄壮；就舍

不得杀掉，将那些健壮的牲畜留了下来，据为己有，只将孱弱有疾病的杀了。甚至还将 亚

玛力王亚甲留了下来。

在扫罗的军队征战完后回家的路上，年老的先知撒母耳出来迎接他们。扫罗对撒母耳说，

「我指着我们的主起誓，凡是耶和华神吩咐的，我都照着做了。」

撒母耳说，如果你完全遵照神所吩咐的而行，为什么我还听到你的军队后头有牛羊的叫声

呢？扫罗就说，那些牲畜都非常壮硕健美，我就决定将它们带回来给神献穄。 撒母耳回答

说：

「你作了胡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

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撒母耳记上 13：13－14）

让我们暂且回到申命记的律法中，这里神吩咐百姓：到了时候，务必将亚玛力人全部灭

绝。然而，时机来临时，扫罗却没有遵照神的指令。

你们知道圣经中记载的最后一个亚玛力人是谁吗？就是以斯帖记里的哈曼；哈曼策划了一

个大阴谋，想将所有的犹太人全部铲除。我们看到，如果不顺服神的指令，将肉体的私欲

完全清除干净；有一天，肉体的私欲会起来掌控你，毁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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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玛力人预表的就是我们肉体的私欲，这也是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亚玛力人过

去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命令他们将亚玛力人完全灭绝的原因。

「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

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申命记 25：19）

扫罗王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将亚玛力人全部剿灭；他的失败差点带来整个犹太民族的灭

绝。哈曼早就定下日子要将所有犹太人一网打尽。幸好神大能的手透过以斯帖皇后进行干

预，才扭转了整个民族的命运，让犹太人得以存留下来。

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有关圣经预表学。那相当发人深省。

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祷告。愿神的手在这星期内，在生活中特别恩膏你。愿这段日子

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好好思考神，思考基督的降临，思考神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你，又赐

下圣灵，让你有永生的盼望。

但愿通过这个省思的过程，你能够再一次提醒自己，神是多么地关怀你，爱你，远超过你

所理解的程度；神的心意就是要你明白并亲身体验到祂对你的爱；愿这星期里，你能体会

到神丰富满溢的爱。你所要做的就是让神的爱自由地流淌，自然地浇灌在你的身上。奉靠

主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