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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讀經及其他應用經文: 申命記 6:4-9 
 

1.申命記 6:4-9  v4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 神是獨一的主.v5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
的 神.v6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v7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
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v8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在額上為經文.v9因又要
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2.申命記 5:22-31這些話是耶和華在山上,從火焰、密雲、幽暗中,大聲吩咐你們全會眾的,再沒有加添別
的話了.他把這些話寫在兩塊石版上,交給我.山被火焰燒著,你們聽見從黑暗中發出的聲
音,那時,你們各支派的領袖和長老都挨近我.你們說:『看哪,耶和華我們的 神將他的榮
耀和他的偉大顯給我們看,我們也聽見他從火中發出的聲音.今日我們看到上帝與人說
話,人還活著.現在這大火將要吞滅我們,我們何必死呢?若再聽見耶和華我們 神的聲音,

我們就必死.凡血肉之軀,有誰像我們一樣,聽見了永生 神從火中講話的聲音還能活著
呢?求你近前去,聽耶和華我們 神所要說的一切話,將耶和華我們 神對你說的話都傳給
我們,我們就聽從遵行.』你們對我說的話,耶和華都聽見了.耶和華對我說:『這百姓對你
說的話,我聽見了;他們所說的都對.惟願他們存這樣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誡命,

使他們和他們的子孫永遠得福.你去對他們說:你們回帳棚去吧!至於你,可以站在我這
裏,我要將一切誡命、律例、典章傳給你.你要教導他們,使他們在我賜他們為業的地上
遵行.』 

3.申命記 5:1摩西召集以色列眾人,對他們說:「以色列啊,要聽我今日在你們耳中所吩咐的律例典章,要學
習,謹守遵行. 

 

4.馬太福音 22:37-40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
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5.加拉太書 5:14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6.路加福音 8:15那落在好土裡的,就是人聽了道,持守在誠實善良的心裡,並且忍耐著結實. 
 

7.希伯來書 4:12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快,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
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8.申命記 6:10-25耶和華你的 神領你進他向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應許給你的地.那裡有城
邑,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你所裝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你所
鑿成的;還有葡萄園、橄欖園,非你所栽種的;你吃了而且飽足.那時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
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事奉他,指著他的名
起誓.不可隨從別神,就是你們四圍國民的神;因為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你 神是忌邪的 

神,惟恐耶和華你 神的怒氣向你發作,就把你從地上除滅.你們不可試探耶和華你們的 

神,像你們在瑪撒那樣試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華你們 神所吩咐的誡命、法度、律例.

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你列
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照耶和華所說的,從你面前攆出你的一切仇敵.日後,你的兒子問你
說:耶和華我們 神吩咐你們的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甚麼意思呢?你就告訴你的兒子
說:我們在埃及作過法老的奴僕;耶和華用大能的手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在我們眼前，
將重大可怕的神蹟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並他全家的身上,將我們從那裡領出來,要
領我們進入他向我們列祖起誓應許之地,把這地賜給我們.耶和華又吩咐我們遵行這一
切律例,要敬畏耶和華我們的 神,使我們常得好處,蒙他保全我們的生命,像今日一樣.我
們若照耶和華我們 神所吩咐的一切誡命謹守遵行,這就是我們的義了. 

 

9.出埃及記 19:6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10.列王紀下 22:1-2約西亞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行他祖大衛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約西亞王十八年,

王差遣米書蘭的孫子、亞薩利的兒子書記沙番上耶和華殿去,吩咐他說: 
 

11.列王紀下 22:8-13 大祭司希勒家對書記沙番說:我在耶和華殿裡得了律法書.希勒家將書遞給沙番,沙
番就看了.書記沙番到王那裡,回覆王說:你的僕人已將殿裡的銀子倒出數算,交給耶
和華殿裡辦事的人了.書記沙番又對王說:祭司希勒家遞給我一卷書.沙番就在王面
前讀那書.王聽見律法書上的話,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與沙番的兒子亞希



甘、米該亞的兒子亞革波、書記沙番和王的臣僕亞撒雅,說:你們去為我、為民、為
猶大眾人,以這書上的話求問耶和華;因為我們列祖沒有聽從這書上的言語,沒有遵
著書上所吩咐我們的去行,耶和華就向我們大發烈怒. 

 

12.申命記 6:1-3這是耶和華你們 神所吩咐教訓你們的誡命、律例、典章,使你們在所要過去得為業的地
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孫孫一生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謹守他的一切律例誡命,就是我所
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長久.以色列阿,你要聽,要謹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與蜜之
地得以享福,人數極其增多,正如耶和華你列祖的 神所應許你的. 

 

13.耶利米書 17:9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14.申命記 30:6耶和華你 神必將你心裡和你後裔心裡的污穢除掉,好叫你盡心盡性愛耶和華你的 神,使
你可以存活. 

 

15.雅各書 3:10-11頌讚和咒詛從一個口裡出來!我的弟兄們,這是不應當的!泉源從一個眼裡能發出甜苦
兩樣的水麼? 

 

16.馬太福音 28:18-20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講道題目: 聽與教 

講道牧者: 葛毅敏長老 
 

前言: 
 

兩個月前有本書發行,很快就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的排行榜,書的英文名字是 The Good Life,中文可以翻
譯為《美好人生》或者《幸福人生》.我們中間許多人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來到美國留學或移民到這裡.

我記得當我們兩個女兒小的時候,我們都希望她們可以在好的環境裡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們以後可以尋
找她們美好的人生.這是受我們華人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們重視教育,與猶太人有相似之處.華人和猶太人
對於孩子的教育都比較願意投入,猶太人與華人都重視自己的文化歷史,強調歷史傳承的價值.在中國河
南大學有一個以色列研究中心,它的前身是 20多年前創建的猶太研究所,創建所長是中國著名的以色列
猶太歷史學者,她就認爲猶太文化的核心,是對耶和華上帝的崇拜,相信《托拉》-摩西律法. 
 

我們今天誦讀的經文,申命記 6:4-9(經文一),希伯來文稱 Shema就是「聽」禱告,是猶太信仰的核心,敬虔

的猶太人早晨和晚上禱告時都用希伯來文背誦.猶太人一年中最神聖的節日是贖罪日,這段經文也是贖

罪日敬拜儀式的高潮.敬虔的猶太人會在臨終前背誦這段祈禱文做為他們的最後遺言.以色列歷史在在

各個時代受逼迫的猶太人殉難者,他們也都將這祈禱文作為他們殉難前最後的信仰告白.許多聖經學者

認為《申命記》的結構與同時期的宗主條約非常相似,摩西的前兩篇講章是針對將要進入迦南的第二代

以色列人訓勉,摩西解釋 神的律法以及 神的律法對以色列人的意義. 

*宗主條約: 

當立約雙方的地位平等時,雙方可就約的內容進行協商;當地位不平等時（如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

約的內容則是由上位者來決定,這類的約通常稱之為「宗主條約」. 
 

第一篇講章是申命記 1-4章,摩西講述耶和華神的作為,追述從西乃山立約以來,神對以色列民的保守和

帶領. 

第二篇講章是申命記 5-26章,一共 22章,摩西用了占申命記三分之二的篇幅,講述耶和華 神的律法,重述

以色列民與 神立約時所訂的誡命條例.第五章有關十誡的內容和背景,是整部律法的引言和基礎.十誡前

面四條誡命關於人與 神的關係,後面六條誡命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提醒以色列民要遵守 神所立

的約,和對彼此之間應盡的責任.申命記 5:22-31(經文二).第 22節前面「這些話」指的是十誡.第 6章 4-9

節可以分成兩段,第一段 4-5節,第二段 6-9節. 
 

一、你要聽(申命記 6:4-5) 
 

聽 Shema,在原文中有遵行順從的意思.一個孩子聽話是指他聽到大人話會照著去行;一個學生聽老師的

話是指學生有受教的心.如果一個四五十嵗的成年人聽從父母的話,我們會說他很有孝心.申命記 5:1(經

文三).聽也包含學習遵行的意思.申命記 6:4(經文一),是在宣告以色列人的上帝耶和華是完全獨一無二的,

只有祂是 神,以色列人只要單單相信敬拜獨一 神,除祂以外沒有別神.這對他們周圍的多神教鄰居來說

是完全不可能的.古代近東一帶的“眾多神明”很少被認為是和諧相處的,每個神明都是不可預測的,在



道德上反復無常.因此,那些異教的崇拜者永遠無法確定他對一位神明的忠誠是否會保護他免受另一位

反復無常神明的憤怒.以色列人相信獨一神的教義可以使他們擺脫了這種不安全感. 
 

那時耶和華 神只為以色列所敬拜,祂是以色列人的上帝.祂不但是獨一的主,是唯一全地的主宰,祂也是

其他民族的主.這是在宣告雖然當時只有以色列人接受耶和華是獨一的上帝,其他民族相信的都是假神,

摩西希望在未來其他民族都會棄掉他們的偶像,承認耶和華是獨一的上帝.當以色列人認識到耶和華 神

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唯一的主宰,祂絕對聖潔完美,是這位 神愛他們、揀選他們、將他們從埃及為奴之

地拯救出來、並且與他們立約.神稱以色列人為祂的子民,祂要作他們的王,與他們同在,同時立約向那些

愛祂、守祂誡命的施慈愛,直到千代.他們的回應就應當是愛這獨一的真 神. 
 

申命記 6:5(經文一),在舊約中,無論是人的愛還是 神的愛,都是對彼此關係親密程度最深刻的表達: 

1.盡心,心代表人內心所有一切,盡心就是用你所有的思想、情感、和意念愛 神. 

2.盡性,用你所有的生命、靈魂,把個人內在活動的本質全部用上愛 神. 

3.力是人從外在能夠表現出來的力量.盡力,用你所有的力量或財富,包括所有的資源、能力、才幹、和時

間來愛主耶和華. 
 

這裡的心、性、力的重點不在人的不同層面,而是強調要將自己完全獻給耶和華.摩西在第五章宣告了 神

的十條誡命,在這裡,十條誡命變成最大的誡命.在新約中耶穌也肯定了這是最大的誡命.馬太福音

22:37-40(經文四).耶穌將律法總結為愛 神和愛人.愛 神的誡命是最大的,愛人也同樣重要.當法利賽人

問哪一條是最大的誡命?耶穌回答兩條誡命,一成為二.加拉太書 5:14(經文五).二又成為一,因為對 神的

愛必然反映在對人的愛上面.注意到申命記 6:4-5(經文一),兩個動詞聽和愛.當我們願意聽 神的聲音,認

識到獨一的真 神是我們的上帝,我們自然會越來越愛祂,我們越愛祂,就願意更親近祂,願意更親近祂才

能更多地認識祂.路加福音 8:15(經文六).當我們經常不停地用信心接受 神的道,神的靈就會漸漸更新改

變我們的生命,聖靈的果子--仁愛,就會在我們生命中漸漸地結出來.多聽 神的聲音,我們對 神的愛就自

然增多,也會更願意並容易遵守祂的吩咐. 
 

二、也要殷勤教導 (申命記 6:6-9) 
 

摩西勸告以色列人將 神的話牢記在心,並且殷勤教導下一代一起遵守.原文中的主要動詞是「殷勤教

訓」、「談論」、「繫」、「寫」.這裡的「話」是複數的,可以指 神藉著摩西頒佈的律法誡命,也可以

指一些重要的經句,因為要繫在手上做記號,戴在額上做經匣.「殷勤教訓」在原文是一個字,有磨刀石摩

利或削尖的意思.説明殷勤教訓兒女認識 神的律法,可以塑造他們的品格. 神的話像磨刀石,又像鋒利的

刀,能修正人的思想、鍛煉人的個性.希伯來書 4:12(經文七).在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以後,利未支派的人住

在 48個城鎮,以色列其他 12個支派居住在各自被分到的地方.只有在獻祭和正式敬拜的時候才去到耶路

撒冷或者專門去附近利未人住的城鎮,否則他們能夠聽到祭司和利未人教導的機會不多.所以將 神的話

教導傳遞給下一代自然成為了父母的責任,同時屬靈教育需要在愛和親近的關係下進行,是生命影響生

命,而不只是知識資訊的傳遞. 
 

教導的方法就是隨時談論 神的話,和讓 神的話隨處可見,使得律法與生活密切相連. 

1.隨時談論:摩西勸以色列人要隨時談論 神的話,彼此教導提醒.不論坐在家裡與行在路上;躺下與起來

都當談論 神的律法. 

2.隨處可見:繫在手上,戴在額上,寫在房屋的門框上和城門上,從個人、家庭、到社區,都能看見 神的話.

這裡的重點是不管在那裡都要思想和實行,叫人看重 神的話.也有猶太教徒按照字面解釋來遵守,在安

息日的晨禱時,在手上系佩帶、額上戴經文、寫在佩帶的經文. 
 

申命記 6:10-25(經文八).摩西勸告以色列人要將 神的話牢記在心,敬拜事奉獨一真,神,殷勤教導下一代

的原因有兩方面: 

1.忘記 神或試探 神.以色列人進入迦南享受美物飽足之餘會忘記 神,以為他們生活中所得的是靠自己

的努力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忘記 神的救贖和恩典,被周圍國民所敬拜假神吸引而隨從偶像,當他們遇到

挑戰困難時會抱怨試探 神,像以色列人在曠野缺水的時候抱怨 神一樣. 

2.以色列人的後代會詢問有關摩西律法的意義.律法是 神的救贖和恩典的結果.出埃及記 19:6(經文九).

以色列被揀選從萬民中被分別出來,成為 神的產業.他們要在世上萬國面前做 神的代表,宣揚耶和華

的聖名.但是以色列人並沒有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 神,即使是大衛和所羅門也沒有守住 神的律

法,在他們的後代中,壞王比好王要多,壞王行 神眼中看為惡的事.列王紀下 22:2-3(經文十),列王紀下

22:8-13(經文十一).南國猶大最後一個好王約西亞執政第十八年時才第一次有人將律法書上的話讀給



他聽.歷史告訴我們,以色列的君王、祭祀、其他領袖、和以色列百姓都沒有聽從摩西的勸告.申命記

6:1-3(經文十二). 
 

摩西再三勸告以色列人,但是他們沒有聽從摩西的勸告,沒有遵守 神的誡命,後來也就沒有在應許之地得

以長久.這是因為人的罪性,人無法改變自己,因為人心比萬物都詭詐,耶利米書 17:9(經文十三).摩西帶領

以色列人四十年,知道以色列人悖逆頑梗的心,除非 神自己工作改變人心,申命記 30:6(經文十四).因著耶

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工作,聖靈重生了我們,賜個我們一個新心,除去我們的污穢,讓我們可以愛主. 
 

一位弟兄他在上大學是常與一群士兵生活在一起,很快受他們影響,學會了將不文明的語言掛在嘴邊.後
來相信了耶穌,聽到雅各書 3:10-11(經文十五).他馬上就意識到自己行為不合適,一下子就被 神的話改變
了.當然有時人改變很快,但更多的時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所以我們要用信心每天聆聽主的道,用 神在
基督裡給我們那純真善良的心持守它,耐心等候結出聖靈的果實. 
 

馬太福音 28:18-20(經文十五).在新約時代,神的兒女們有責任將耶穌基督救恩的好消息傳承給下一代和

他們的子女.我們更有責任將這好消息傳給其他沒有機會聽過耶穌名字的人.我們要聽從遵守耶穌的吩

咐,將主的道教導其他信徒,因為耶穌基督的救恩使我們在主裡成為了一家人.這些教導不只是在正式的

敬拜、主日學、或者團契小組場合的教導和學習,更多應該包括是在平常生活中,隨時談論 神在我們身

上的工作,分享 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主應許如果我們這樣行,我們就經歷主與我們同在的福分,直到

祂再來的時候. 
 

結語 
 

兩個月前發行的《幸福人生》這本書,是介紹哈佛大學從 1938年開始的成人發展研究.這個研究長達 80

多年追蹤 724男性的一生.其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哈佛大學的學生,三分之二是波士頓窮困社區的孩子,後
來還包括他們的配偶和孩子.過去十多年的研究結果發現,使人幸福最重要的因素是愛的連結、有意義的
關係.這不一定是配偶之間的親密關係,可以是朋友關係.那些和家庭、朋友、和周圍人群連結更緊密的人,

會感到更幸福.良好、溫暖的關係有保護作用,甚至可以緩衝人在衰老過程中遇到的坎坷和挑戰.研究也發
現那些良好關係並不一定要一直保持平順沒有衝突,但只要他們在關係中有安全感,感到自己在最困難
時可以彼此的依靠,他們就不計較那些衝突了. 
 

人與人之間愛的聯結就有如此的益處,聖經告訴我們人與 神的聯結會有今生的益處和來生的應許.何況

我們知道愛本來就是從 神來的,我們能愛,因為 神先愛我們.是 神在耶穌基督裡揀選了我們.我們是否

靠著 神的恩典聽從主的吩咐,回應主的愛,將主的聖潔、公義、慈愛、恩典、憐憫不但每天思想聆聽也

傳揚出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