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ikev（因为）

申命记 7:12 – 11:25

以赛亚书 49:14-51:3 

希伯来书 11:8-13；罗马书 8:31-39



大纲

1. 以色列人若遵守律法就在迦南地蒙神赐福（7章12-26）

2. 警告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记念神（8章）

3. 摩西警告百姓不可悖逆（9章）

4. 摩西回顾神赐下律法，要求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爱神，
尽心尽性事奉神（10章）

5. 摩西再次重申遵行律法就蒙福，违背律法就受咒诅（11

章1-25）



遵守律法在应许之地蒙福（7:12-26）

神守约施慈爱，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就蒙福（12）

7:12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
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

果然：希伯来文 eikev，意思是“如果”。

典章：希伯来文 mishpat，指的是民事、社会律法。特
备是社会的公义，公正的司法和审判。

摩西之约是有条件的约，条件是要听从遵行律法。

“守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无条件的。



蒙福

1. 神守约施慈爱（12）

2. 神爱以色列，赐福与以色列，使人数增多（13）

3. 赐福人所生、地所产、及牲畜（13-14）

4. 离开一切疾病（15）

5. 神将疾病加在仇敌身上（15）

再次警告要灭绝迦南之民，除去偶像，依靠神赶出
迦南人（16-26）



除去一切的偶像

极其严厉的警告，可惜以色列人没有遵守。

7:25 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
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
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7:26 可憎的物，你不可带进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
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
毁灭的物。」



记念耶和华你的神（8章）

遵行一切律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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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诫命”：希伯来文kol hamitzvah，英文the entire 

commandment，意思是所有的诫命，意味着律法是完
整一体。



耶稣也强调律法的整体性

马太福音 5:17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
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5:18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
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5:19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
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
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耶稣要成全全部律法。



雅各也强调律法的完整性

雅各书 2:10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众条。



神借着旷野训练以色列人

旷野的苦练和试炼：1）倚靠神，2）学习遵守律法。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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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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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著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
里所出的一切话。

耶稣受魔鬼的试炼的回答（路加福音4:4）

这个世界是由神的话语而有的，我们靠着神的话而活。



神爱的管教，是为了使人回转

8:5 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
儿子一样。

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归向祂。



七种果子

应许之地的七种果子.

8:8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
橄榄树，和蜜。



谢饭祷告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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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有饭前的祝福（Hamotzi），也有饭后的感恩
（Birkat Hamazon）

耶稣也同样有饭前的祝福。

马可福音 14:22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
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著吃，这是我的身
体」；



饭前祝福（Hamotzi）

希伯来文: Barukh ata Adonai Eloheinu, melekh
ha'olam, hamotzi lechem min ha'aretz. Amen

英文: "Blessed are You, LORD our God, King of the 
universe, Who brings forth bread from the earth.“

中文：称颂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祂使土
地出产粮食。阿们！

Hamotzi：使土地出产粮食者。



饭后感谢（Birkat Hamazon，节选）

Birkat Hamazon：the blessing of the food, 食物的感谢

Baruch Eloheinu she-achalnu mishelo uv'tuvo chayinu. Baruch hu uvaruch

sh'mo.

称颂我们的神，我们享用了祂丰盛的供应，我们靠着祂的善良而
活。称颂祂，称颂祂的名。

Baruch atah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hazan et haolam kulo b'tuvo, 

b'chein b'chesed uv'rachamim. Hu notein lechem l'chol basar ki l'olam chasdo. 

Uv'tuvo hagadol tamid lo chasar lanu, v'al yechsar lanu, mazon l'olam va-ed, 

baavur sh'mo hagadol. Ki hu El zan um'farneis lakol umeitiv lakol, umeichin

mazon l'chol b'riyotav asher bara. Baruch atah Adonai, hazan et hakol.



饭后祝福（Birkat Hamazon，节选）

称颂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因你的善良、恩典、慈
爱、怜悯喂养整个世界。你供应粮食给所有的活物；因为你慈爱永
远长存。在你伟大的善良中，我们不曾缺乏食物；因你伟大的名的
缘故，我们将来也永不缺乏。你喂养恩待所有的活物，为所有受造
之物预备食物。称颂你，耶和华，你喂养一切活物。

Kakatuv: v'achalta v'savata, uveirachta et Adonai Elohecha al haaretz hatovah

asher natan lach. Baruch atah Adonai, al haaretz v'al hamazon.

正如经上所写：当你吃完饱足的时候，就要称颂赐予你这美好土地
的耶和华，你的神。称颂你，耶和华，为了土地和它的食物。



警告百姓不可忘记神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富足之后不可心高气傲，忘记神。

8:17 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
的。』

警告以色列人忘记神随从别神，必定灭亡。

应用：人处富足，不可心高气傲，忘记将荣耀归给神，忘
记自己需要依靠神，忘记神的恩典。



警告百姓不可悖逆（9章）

9:5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
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
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骄傲，自以为义。以色列人得
到迦南地，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1）摩西为他
们祈求；（2）神守约施慈爱。

应用：信徒要警惕，容易因为认识神自以为义。神要我
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警告百姓不可悖逆

9:5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
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
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
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

神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各族，原因乃是他们的罪恶，神
借着以色列人施行审判。



摩西回顾历史（9章-10:11）

“硬着颈项”：圣经中的成语，表述骄傲顽固。硬着
颈项的人悖逆不顺服神教导。

悖逆：为自己造金牛犢。

悖逆：听信探子恶信，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10:12-22）

10:12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麽
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
心尽性事奉他， 13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
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

1. 敬畏(yarei)神: 恨恶邪恶，喜好行善。

(1)知道神的眼目随时察看我们所作所为所想，我们的行
为都记录在书上。

(2)知道神奖励良善，惩罚邪恶。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

10:12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
事奉他， 13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叫你得福。

2. 遵行(halak)神的道: walk in His way，像神一样行道。

3. 爱(ahav)祂：顺服

4. 尽心尽性事奉(abad)祂

5. 遵守(shamar)他的诫命律例



心里的割礼

10: 16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著颈项。

“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circumcis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原文直译：在你的心里行割礼。

“心”：代表人的意志（英文will），自由意志就是人的心。
未受割礼的心是人的意志顽固不化不愿意顺服神。

这里意思：将心里的硬皮除掉，不再硬着心，而愿意顺服神。
也是10:12-13节中所说的。

人心未受割礼，就是硬着颈项，不顺服神。

人心受了割礼，敬畏神、爱神、尽心尽性事奉神，遵守诫命。



耶稣基督的割礼（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 2:11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希腊原文：基督的割礼。

比较人手的割礼和基督的割礼。

基督的割礼：脱去肉体的情欲。

基督的割礼：“遵他而行”，意思是效法基督，按着耶
稣所做的去做。

哥罗西书 2: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心里的割礼（罗马书）

2:28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
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2:29  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
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保罗比较外面做神的子民和里面做神的子民。

保罗比较肉身的割礼和心里的割礼。

心里的割礼：圣灵的工作，行为遵守律法的条例。

2:26 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
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



总结

人心未受割礼，就照着自己的血气和肉体的欲望行事。

人心受了割礼，是圣灵的工作，将血气和肉体的欲望除
去，顺服于神，效法耶稣基督，遵行律法。



遵守诫命蒙福（11:1-25）

爱神遵守祂的律法（1-7）

遵行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受咒诅（8-17）。

重述Shema（18-25）。



安慰锡安（以赛亚书49:14-51:3）

49:14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49:15  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神没有忘记耶路撒冷，使以色列人归回；神对以色列的
爱不改变 （49:14-23）

神要拯救以色列（49:15-50:3）

预言弥赛亚（50:4-51:3）



希伯来书11:8-13；罗马书8:31-39

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希伯来书）

基督彰显神对我们的爱（罗马书）。



讨论和应用

律法虽然复杂，但是神真正的要的却是我们的心，要我
们心里行割礼，要我们爱祂：“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
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事奉他， 遵守他的
诫命律例。”敬畏神意味着我们知道神的眼目随时随地
察看我们的心思意念所做所为，并且神惩罚邪恶，奖赏
公义。敬畏神是内心明白，同时也是行为上有回应，遵
行神的道，遵守他的诫命。请分享什么样的心态是敬畏
神，什么样的行为是敬畏神。



讨论和应用

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
神”，就是要他们在所求所想得到满足时，不可忘记
神，恒记神对他们的良善，也有责任去帮助别人。这
些原则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中？请分享。

摩西要求以色列人不可心高气傲，“要记念耶和华你
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应用在今天，
当我们物质丰富，财运亨通时，如何能不骄傲，不夸
耀自己的聪明和殷勤？我们如何做才是这些财物的好
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