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西五經摩西五經

10 秒後自動播放

第三十三課第三十三課 摩西臨終祝福跟總評摩西臨終祝福跟總評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摩西臨終祝福跟總評摩西臨終祝福跟總評 三十一到三十四章

民二十七章 ─ 上帝告訴摩西，

他不能帶領百姓進入應許之地，

摩西就問：誰是以後新的繼承者呢？

就是四十年一直跟隨在他身邊的約書亞。

摩西先向百姓介紹，

然後吩咐祭司抄錄舊約律法，

放在約櫃旁邊作永久的提醒。

一方面，摩西帶領一個新的繼承人出來

另方面，把整個的組織、制度、架構

告訴以色列百姓，讓他們可以永續地遵行

三十一章 ─ 摩西卸職，對會眾介紹新的領袖約書亞；

十誡 律法書

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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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象徵

功能

目的

約櫃裏有法版，法版上有

耶和華手指所寫的十誡

積極正面 包含消極方面

讓人得生命，

堅固跟神所立的約

叫人能悔改歸正，

走在神的正道上

基本的條款

見證以色列人的不是，

會毀約、背棄律法；

每次讀律法書的時候，

重新被神引導歸向正道

細部的條款

上帝的同在、

永不廢去的恩慈

放在約櫃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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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章 ─ 摩西作了一首詩歌，把他的一生做了一個總結，

也為以色列百姓立下一個宏遠的規模。

卅二11-12 耶和華如鷹攪動巢窩，

在雛鷹以上兩翅搧展，接取雛鷹，背在兩翼之上。

耶和華獨自引導他，並無外邦神與他同在。

1. 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見證神的恩道，

首先追述往日神的恩典，

神也是堅固的磐石，

雖然以色列百姓像波浪一樣上下起伏，

不斷悔改、悖逆，

上帝卻是像堅固的磐石，永遠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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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十二章十五到三十五節 ─ 以色列民將來會惹神發怒，

摩西已經預知以色列百姓後來會背道、被擄，

因為他們敬拜別神、惹動神怒，要被分散到遠方去。

新約 ─ 使徒約翰晚年的時候，

提醒神的子民不可以背道，

要謹守在至聖的真道上

使徒保羅在 使徒行傳二十章，

提醒在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姐妹，

要持守在真道上；

徒廿29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

歷世歷代好多主的僕人，晚年時候都有苦口婆心的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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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末後以色列百姓必會得到救贖，

所以即使他們背道，歷史書講到 ─

北國以色列公元前 722 年亡國

南國猶大公元前 586 年亡國

都是因為背了約、沒有遵行神的律法，

神興起外邦的軍隊來侵略以色列…

他們遭遇到空前的災難，

都是出於上帝的刑罰，

目的不是要把他們滅絕；

他們經過火一樣的試煉之後就得著潔淨，

好像銀子在爐裏面經過煉淨，

把一切的雜質完全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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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百姓就要曉得 ─ 神必報應仇敵、潔淨百姓、救贖選民，

要顯出神的全能、神的目的，最後要執行神的公義。

五經講到 ─ 耶和華是戰士，不說是戰神，祂不喜歡戰爭，

當遇見戰爭的時候，

耶和華站在以色列這一邊，為他們爭戰得勝

如果以色列百姓違背神的約、不遵行神的律法，

耶和華反過來攻擊以色列百姓、刑罰他們

4. 摩西勸以色列百姓要謹守遵行神的道

主的道乃是生命、要放在心裏，

要流傳給子孫，世世代代謹守遵行

神的道離我們不遠 ─ 就在我們心中，

讓我們可以謹守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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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章 ─ 摩西臨終，為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祝福禱告。

創世記第四十九章 ─

雅各是以色列的族長，為十二個兒子兒子祝福禱告祝福禱告；；

摩西就像以色列的族長，為十二個支派祝福禱告祝福禱告。。

卅三6 願流便存活，不致死亡；願他人數不致不致稀少。。

卅三7 為猶大祝福說：

求耶和華俯聽猶大的聲音，引導他歸於本族。

為利未人禱告，

在雅各的祝福，他們分散在

十二個支派當中，沒有自己的土地

在摩西的禱告，還是沒有土地，

可是卻得著聖職，事奉耶和華成為利未人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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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祝福裏沒有看到西緬支派 ─ 消失？

西緬支派原本跟利未支派命運應該是相同的，

要分散在十二個支派當中、沒有自己的土地。

利未支派每一次有機會的時候，

就選擇站在耶和華這一邊，對付罪惡、遵從神的吩咐

西緬支派在巴力毘珥事件，是犯罪悖逆的支派，

再過幾百年，大概到大衛的時候，

西緬支派就完全被猶大支派吸收，慢慢消失不見

最蒙福的是約瑟支派，

在雅各的祝福、摩西的祝福，

約瑟支派都是蒙福的 ─

得著長子的名分，得到雙倍的祝福。

西緬

‧十誡跟律法書 ‧摩西一生總結 ‧祝福禱告‧摩西安息‧約書亞

三十四章 ─ 摩西登上尼波山，在那邊就安息了。

看到上帝的公義

以色列百姓因為不信，那個世代不能進入應許之地

民數記二十章 ─ 摩西在米利巴水用杖兩次擊打磐石，

耶和華就責備他：因為你不信我，不能進入應許之地

卅四6 耶和華將他埋葬在摩押地的谷中，

只是到今日沒有人知道他的墳墓。

預表耶穌基督離世的時候，只有一個空墳墓，

沒有留下任何…，讓我們來敬拜。

神對摩西有一個總評：

卅四10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

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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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的一生都活在摩西巨大身影的隱蔽當中，

可是當摩西離世以後，約書亞卻在一個月內，

完成了摩西一生沒有辦法完成的遺願 ─

帶領以色列百姓進入到應許之地，

進入四百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應許之地

為以色列百姓打下日後千年的江山

為後世立下一個理想君王的典範

申命記結束了，摩西離開世界、完成了神的律法，

他也許驚訝地發現，過去四十年裏，

上帝已藉著他親自預備繼承人 ─ 就是約書亞約書亞。。

約書亞可說是以色列歷史上第一個得勝的君王君王，，

也是新約耶穌基督的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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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是一個初顯身手的戰將，

第一次躍上舞台，就顯示出他軍事的長才。

出埃及記十七章 ─ 以色列人來到曠野，亞瑪力人來爭戰，

摩西吩咐約書亞揀選軍隊，去跟亞瑪力人打仗。

雖然戰場上廝殺震天，可是真正的決勝點卻是在山頂上，

摩西帶著亞倫跟戶珥，到山頂上面去禱告 ─

摩西的手什麼時候舉起來，以色列人就得勝

摩西的手什麼時候垂下來，亞瑪力人就得勝

約書亞在這一次的爭戰裏，

為他以後的爭戰立下一個基調 ─

整個戰爭是耶和華的戰爭，

耶和華率領、約書亞才能爭戰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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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第二次出現，是在西奈山的半山腰上，

摩西到山頂上朝見神、領受啟示，百姓在山底下聚集，

約書亞來到半山腰的地方，

可能是那個時候最孤單的一個人。

這好像是好多領袖在人生裏，都要經歷過的的過程過程。。

約書亞被稱作摩西的侍從、聖經翻譯作作幫手。

被服事者是人中翹楚、服事者也不是泛泛之輩，

跟被服事的人建立了親密、信任的關係，

後來往往成為被服事者的繼承人。

約書亞在摩西死的時候，上帝稱呼他是摩西的幫手，

後來卻成為摩西的繼承者，

帶領以色列百姓完成歷史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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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犢事件以後，摩西把他的帳幕帶到營外去，

約書亞是摩西的侍從，經常的侍立在帳幕的門口，

摩西進到帳幕領受啟示，約書亞在帳幕門口

摩西離開了帳幕回到營裏，約書亞還是在門口

就好像雲柱火柱一樣，晝夜都不離開。

雖然神只有對摩西啟示律法，

祂不會禁止像約書亞這樣的人渴慕親近神；

約書亞更不為自己爭取任何的名分地位，

他單單以神為樂，

以親近神為人生最大的追求。

他的敬虔、渴慕，摩西記念他、耶和華也記念他；

安靜敬虔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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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十一29 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嗎？惟願耶和華的百姓

都受感說話！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有一陣子摩西覺得帶領這麼多人，擔子實在太重，

耶和華就吩咐他 ─

把降在摩西身上的靈，分賜在七十個長老身上；

就有七十個長老來到摩西面前，

摩西為他們禱告，神的靈就降在他們身上。

可是有兩個人 ─ 伊利達跟米達，

原本是在被揀選的人當中，卻沒有來，

後來他們在以色列營裏面，竟然又被神的靈充滿…
約書亞護主心切，他就告訴摩西、求摩西禁止他們。

摩西抓住機會，給約書亞一個機會教育：

‧十誡跟律法書 ‧摩西一生總結 ‧祝福禱告 ‧摩西安息‧約書亞

約書亞像門徒一樣，學習成為一個領袖。

領袖─ 要有寬宏的氣度、寬廣的視野，

不但要以能服人、而且要以德服人；

約書亞在這上面學習有一個寬廣的肚量，

以後真正被聖靈充滿、真正被神揀選，

成為帶領以色列百姓進入應許之地的新的領袖。

約書亞經歷過成長的歷程，成為摩西的繼承人

求上帝在我們事奉的工作上，自己擔任職務，

也在擔任的事奉中，帶領人成為接班人，

能夠繼續神的事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