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福之源
申命記十一章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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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
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申命記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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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使你們膽壯，能以
進去，得你們所要得的那地，

9
並使你們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
裔的地上得以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0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
用腳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

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12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
時常看顧那地。

申命記11:8-17

P.3



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盡心盡性事奉他，

14
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
酒，和油，

15 也必使你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16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事奉敬拜別
神。

17
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使天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
使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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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使你們膽壯，能以進去，得你
們所要得的那地，

9 並使你們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的地上得
以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0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澆灌
像澆灌菜園一樣。

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12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
地。

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
奉他，

14 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

(一) 土地與雨水 〜 蒙福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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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單一價值 =  金錢財富

P.7



 從聖經的角度來看，土地價值多元化

 土地是神賜予人的禮物，人在地上安身立命，
豐衣足食

 也透過土地，人能夠尋回身分和回憶

 土地可隨時勾起人的回憶，它具有一種感性和
靈性的氛圍

 土地能滿足人類在物質和靈性需要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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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穎佳博士

從聖經看土地價值 ─ 生活中的土地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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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以，你們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誡命，使你們膽壯，能以進去，得你
們所要得的那地，

9 並使你們的日子在耶和華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給他們和他們後裔的地上得
以長久；那是流奶與蜜之地。

10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澆灌
像澆灌菜園一樣。

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12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
地。

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
奉他，

14 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

(一) 土地與雨水 〜 蒙福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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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奶與蜜之地」? 應許地 ~ 迦南

雨水的供應不是必然的蒙福的應許 ~ 土地與雨水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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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你要進去得為業的那地，本不像你出來的埃及地。你在那裏撒種，用腳
澆灌，像澆灌菜園一樣。

11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12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
顧那地。

(二) 己力與恩典 〜 蒙福的途徑

埃及地 VS 流奶與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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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地: 平坦、降雨量很少、但可利用尼羅河的河水灌溉農地

 「用腳澆灌」
需依靠人力澆灌

 「像澆灌菜園一樣」
需經常悉心照顧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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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許之地(迦南)不是一片平原，多山，有
超過3000米的高山，只有少數的河流，
也有低於海平面200至400多米的約旦河
谷，是「有山有谷」之地（11節）

 無法取約旦河的水來灌溉，純粹要靠天降
雨露霜雪來滋潤大地

 農夫們不是單靠自己的努力，更需依靠神
按時候從天降下雨水，要完全仰望/信靠
神的供應，而非人的技能

埃及地 VS 流奶與蜜之地

(二) 己力與恩典 〜 蒙福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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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地是有山有谷」可用來比喻我們的人生經歷

 人生不是一片光滑的平原，有高山也有低谷

 面對損失、憂慮、試煉….這些難處反而催趕我們到施恩座

前去得有福的甘霖

 基督徒的人生沒有「好彩」 ，只有「感恩」

 人努力與神恩典之間取得平衡

(二) 己力與恩典 〜 蒙福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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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己力與恩典 〜 蒙福的途徑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
常看顧那地。(申11: 12) 

詩121:4
「保護以色列的，

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神的眷顧永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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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不像別的神明，因祂掌管氣候時令，
不論是夏天或是冬天，播種或收成，

祂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
常看顧那地。(申11: 12) 

(二) 己力與恩典 〜 蒙福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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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啊，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你；所許的願也要向你償還。

9
你眷顧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滿了水；你這樣
澆灌了地，好為人預備五穀。

10你澆透地的犂溝，潤平犂脊，降甘霖，使地軟和；其中發長的，
蒙你賜福。

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12滴在曠野的草場上。小山以歡樂束腰；

13草場以羊群為衣；谷中也長滿了五穀。這一切都歡呼歌唱。

詩篇65篇 ~ 感恩詩

詩人經歷神澆灌大地，使農作物生長之後，向神呈獻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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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感恩並非憑空而來，向神獻上的感恩來自經歷神的

供應、拯救和眷顧

感恩詩建立在哀歌之上時，感恩詩也伴隨著讚美詩

信仰最基本的雙向關係

人祈求神神聽禱告人感恩、讚美、還願

(二) 己力與恩典 〜 蒙福的途徑

P.18



13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
盡心盡性事奉他，

14
他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
和油，

15 也必使你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16 你們要謹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離(正路)，去事奉敬拜別神。

17
耶和華的怒氣向你們發作，就使天閉塞不下雨，地也不出產，使
你們在耶和華所賜給你們的美地上速速滅亡。

(三) 遵命與違命〜 蒙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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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命與違命〜 蒙福的選擇

選擇

行為

結果

遵 命

聽從神吩咐的誡命
愛神、盡心盡性事奉神
(11:13)

按時降雨
五穀豐收
百姓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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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直譯「早雨」

 約在每年10月至11月開始降下，使
地軟和，適合播種

 在12月至次年2月期間會降大量雨水
(約佔全年70%)

甚麼是「秋雨春雨」?

P.21



「秋雨」直譯「早雨」 「春雨」直譯 「晚雨」

 約在每年10月至11月開始降下，使
地軟和，適合播種

 在12月至次年2月期間會降大量雨水
(約佔全年70%)

 植物在春天收成之前，需要有春雨

 在3月下旬至5月初降下，正是農作物
開始成熟時，雨量較小，可帶來豐收

甚麼是「秋雨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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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命與違命〜 蒙福的選擇

選擇

行為

結果

遵 命 違 命

聽從神吩咐的誡命
愛神、盡心盡性事奉神
(11:13)

按時降雨
五穀豐收
百姓飽足

偏離(正路)
去事奉敬拜別神

天不降雨
地不出產
百姓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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