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西遗训（或称《摩西升天记》）

简介

摩西遺訓是摩西向其承继人约书亚劝勉的讲话，除了约书亚间中

响应摩西外，主要都是摩西以启示文学的方式表达神子民将来的事。

此书现有的抄本是拉丁文的，而其原文有可能是以希腊文写成。按尼

高堡认为，原著应该是在主前二世纪西流古王朝的安提阿哥四世逼迫

犹太人时作的，后来，经过两个世纪的流传，加插了第五及第八章，

把逼害者转为罗马帝国。l

其内容主要讲述摩西启示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二 1-2〕 、士师时

代〔二 3-4〕 、南北圆的分裂〔二 5-9〕、耶路撒冷城的沦陷〔三卜

3〕 、南北国在被虏时重新联合〔三 4-14 ，比较结三十七 15-28〕、

以色列民重返耶路撒冷、之后又重新背叛上帝〔五 1- 6 ；七 1-90 等

事件。因此忠信的犹太人受到逼迫，在逼迫中有一位利末人和他七个

儿子到旷野誓死对抗，之后就是描述末后的来临。最后，是约书亚与

摩西的对话，约书亚哀悼摩西的离去会成为仇敌攻击的好机会，但摩

西却鼓励约书亚，上帝会借着他保护百姓。

全书以启示文学的宿命思想为主干，受苦的犹太人最后会因着上

帝忠于祂的应许而得胜。正如那受苦的利末人和他七个儿子的苦难，

引发上帝为他们而攻击敌人，为他们报仇。这书也十分重视摩西的地

位，他在此书被看为神人之问的人保。

文本

一 1 「文本的首三行遗失了。当摩西向约书亚临别赠言时，关



于他那年的生活，大概有一些数据。参申 31 ：2：34：7 ） ... ...2 那

是在创世后的二千五百年，3 但根据一个东方年表「 ... ... 」 那是

在离开排利基以后。4 那时，出埃及以后，那是由摩西所率领的，百

姓已上到亚们渡过约但河，5 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所预言的。

6 摩西召了嫩的儿子约书亚来到自己眼前，「经上主所认许，7 即

约书亚要在会幕中作百姓的领袖，那里装满一切圣物，8 而他要领百

姓进入所应许给其列祖的那地，9〔那地〕是他在会幕里赐给他们的，

正如所立的约、所起的誓。10 跟着摩西对约书亚说这话：「尽你所

能，全力以赴，以致你可作一切所吩咐你的事，如此，叫你在上帝面

前无可指责。11 因这是世界的上主所命令的。12 祂为着祂的子民创

造了世界， 13 但祂没有从世界的开始就公开叫人明白创造的目的，

以致列国被判有罪，事实上他们是因他们自己〔错误的〕谈论〔创造

的目的〕而可悲的招认自己有罪。

14 「只是他计划和设定我，〔是〕从世界的开始就被预备，作

为祂的约的中介。15 因此，我要明明的告诉你。我生命的年日将要

完结，而在全民众面前，我要跟我的列祖同睡。16 只是〔你〕要拿

着这手稿，以致日后你会记起要怎样保存我所交托你的书。17 你要

整理它们，给它们涂上雪松，将之收藏在陶瓷的瓶子里，放在〔上帝〕

从创造世界开始所拣选的地方， 18 在那里，他的名字会被召唤，直

至报应的日子，上主必然会关顾祂的子民。

二 1 「（... ...）1那些百姓，在你的帶領下，要进入那地，是〔上

帝〕给他们的列祖确实应许的。 2 在那地，你要赐福他们，又给他



们每人应得的分。此外，你要坚定地给他们建立一个国，你要以公平

和判断按上主的心意指派地方官员。3 之后，在他们要进入他们的地

士〔若干〕年后，他们要被领袖和王族统治十八年。〔但在一个时期〕

的十九年，那十个支派将会把自己分离出来。

4「〔在第一次提及的时间〕十二支派会把会幕搬到那个在天的

上帝要建造其圣所的地方。5 两个圣洁的支派要在那里安居。但其余

十个支派会为自己建立自己的国，有他们自己的律例。6 〔那两个支

派会〕在特定的地方献祭，有二十年。7 七个会建造坚固的墙，而我

要保护九个。然而，〔四个〕，会违背上主的约，和沾污上主跟他们

所立的誓约。8 他们把儿子献给外邦的神，在圣殿当中设立偶像来敬

拜。9〔是的〕，即使在上主的家中，他们也会拜偶像和雕刻各种各

样动物作偶像。

三 1 「 （...... ） 那些日于，有一个王从东方来敌挡他们，〔他

的〕骑兵要占领他们的土地。2 他要用火烧毁他们的城邑，还有上主

的圣殿，他又夺去当中所有的圣物。3 他又虏去所有百姓，把他们带

到自己的土地，就是虏去那两个支派。

4「跟着，他们想及自己好像母狮躺在满布灰尘的平原，又饥又

渴，那两个支派便召集其它十个支派 5 要大声宣告，「上主是公义

和圣洁的。因为正如你们犯了罪，我们也一样，如今要带着我们的弱

小跟你一同被领出来。6 跟着，听到两个支派的谴责，那十个支派哀

哭， 7 说：『弟兄们，我们要做甚么，和你们一起？这灾难就不会

临到以色列的全家？』 8 跟着所有支派要哀哭，向天呼喊说：『亚



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求祢纪念你跟他们所立

的约，和祢自己向他们所起的誓，就是他們的後裔永不會從祢赐他们

的地上跌倒。』

10『这样，在那日，他们要纪念我，从一个支派到另一个支派，

甚至各人向他的邻舍彼此说：11：『这不就是摩西在预言中叫我们知

道的」 他承受很多苦难，在埃及，在红海和旷野，有四十年之久，

12 〔当时〕他严正地呼天唤地见证我们的不是，就是我们不应违背

他给我们作中介的上帝之诫命，而其中他要给我们作中介，13 从那

时起，这些临到我们的事都是按他那时向我们宣告的训诚。14 而〔那

些言词〕已得到证实，甚至包括我们要被虏到东方的地土。』而他们

将要作奴隶约七十七年。

四 1 「 跟着一个管治他们的来到那里，他要伸开双手，屈膝跪

下为他们祈祷说：2 『万有的上主，坐在至高宝座上的王，祢统管世

界，祢定意这百姓要成为给祢拣选的子民，而且，祢又定意要作他们

的上帝，那是按祢跟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 3 但是他们，跟他们的妻

子和儿女，被虏到外邦，被大有威严的外邦人团团围着。4 啊!天上

的上主，顾念他们，怜悯他们。

5 「上帝便纪念他们，是因着祂跟其列祖所立的约，祂要坦然表

达祂的怜悯。6 而在那些时刻，祂会感召一个王去怜悯他们，又把他

们送回自己的地土上。 7 跟着各支派当中有一部分兴起，来到指定

的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建造坚固的城墙。8 如今，那两个支派仍对旧

有的信念坚定不移，但悲哀叹息，因为他们不能给其列租的上主献祭。



9但是那十个支派在被虏期间将要强大起来，在列国当中扩展。

五 1「当揭示的日子临近，而刑罚要借着众君王而来，他们〔虽

然〕犯了同样的罪，但却惩罚他们，2 跟着他们自己将要被分割。3 结

果那说话要应验，他们逃避公义，靠近罪恶； 他们用外邦的习俗来

沾污敬拜的殿；他们随从外邦的神行淫。4 因他们不会遵行上帝的真

理，但是他们当中一些要用〔这里缺少了几个字母〕摆在上主面前的

祭物来沾污至高的祭坛。他们〔完全〕不是〔真实的〕祭司，只是奴

隶，而且是奴隶之子。5 因那些作领袖的，他们的教师，在那些日子

将要羡慕贪婪的人，接纳〔不洁的〕祭物，他们又出卖正义，接受贿

赂。6 因此，他们的城邑和住处每一个角落满是罪恶和不义。因在他

们中间有自己的判官，不以上帝为上主，又随己意判断。

六 1「跟着强大的王要兴起来管治他们，而他们要称为至高上帝

的祭司。他们在至圣所行大恶。2 有一个放肆的王，不是来自祭司的

家族，他要跟从他们。他为人鲁莽乖张，而他会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

们。3 他要用刀剑粉碎他们的领袖，他又会在隐蔽的地方〔除灭他们〕，

以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尸首在那里。4 他会杀掉老幼，毫无怜悯。

5「在他们的地土上，人越发惧怕他， 6 有三十四年之久，他要

把审判强加他们身上，像埃及人一样，又要惩罚他们。7 他又生下后

代，在他以后统治较短的时期。8 他去世以后，有一个来自西方强大

的王要来到他们的土地上，会压制他们；9 他将他们虏去，用火烧；

毁他们圣殿的一部分。他把他们其中一些钉在城的周围。

七 1 「当这事发生，日子将要很快来到终结。2 〔...... 〕 3 邪



恶的人要被管治，他们还表现出自己是正义的， 4 但只会激起他们

内里的惩罚，因他们是虚假的人，只会取悦自己，干出虚谎的事，〔就

如〕在一日之间的任何时间狼吞虎咽、贪婪地吃筵席。

5 「(文本中有七行零碎的字。〕

6 但他们实在是耗用〔穷人〕的货财，还说自己按正义行事， 7

〔但事实上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毁灭者，企图以欺诈来掩饰自己，以

致他们不会因终日〔所犯的〕的罪行而被识穿是完全邪恶， 8 说:『我

们要饮酒，摆设极尽奢华的晚宴。当然，我们会表现像王族一样。』

9 他们双手和意念会触摸不洁的东西，但他们的口会说出伟大的东

西，他们甚至说：『不要碰我，否则你会沾污我所处的位置.......』

八 1 「而那里将有〔 ...... 〕 刑罚和烈怒临到他们， 那是他们

从未遇到的，从创世到那时，当他发动诸王之王来攻击他们，这王有

无上权威，要把那些承认其割礼的钉死。2 即使是那些否认的，他也

要苦待他们，用锁链把他们押到牢狱。3 他们的妻子要送给各国的神

祇，他们的儿子要被医师阉割，割下包皮。4 他们当中仍有一些要被

处酷刑，受火刑和刀剑之刑，他们被迫要公开背着〔像担子〕沾污了

的偶像，就像那些敬拜污秽偶像的人。5 而且，他们被虐待者迫令进

入他们的密室，在那里他们被迫说亵渎的话，而最终〔亵渎〕他们的

律法和他们放在祭坛上的东西。

九 1 「然后，即使在他说话的时候，那里会有一个人从利未支

派来，他的名字是塔数。他，有七个儿子，会恳切对他们说：2『〔我

的〕儿子们，看哪，第二次刑罚己临到那些百姓；残酷，不道德，完



全没有怜悯... ...比先前的一次更甚。 3 因那一国，那一个地方，那

一族人，他们〔每一个〕作了很多恶叛逆上主，承受了这样的苦难，

像我们一样？ 4 因此，如今，儿子〔门，留心听我。若你查究一下，

便肯定明白到〔我们的〕列祖及其祖先从来没违背上帝的诫命来试探

祂。

5 真的，你会肯定知道这是我们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当要做的。

6 我们要禁食三天，第四天我们要进入旷野一个洞穴。在那里我们宁

愿死去，也不愿悖逆万主之主的诚命，祂是我们列租的上帝。7 因倘

若我们这样做，仍要死去，我们的血便要在上主遭报。

十 1「他的国要来临，遍及整个创造。

恶魔要有终结。

真的，悲伤要与他一同被带走。

2 跟着那位使者的手要被充满，

他被委派在至高之处。

真的，他要立刻报复他们的仇敌。

3 因在天上的那位要从他君王的宝座起来。1

祂要从祂的圣所出发

为着他的儿子们的缘故，带着义愤烈怒。

4 地要震动，直到地极都要摇撼。

高山要被削平。

真的，它们会摇动，像被包围的山谷要坠落。

5 日头不再发光。



在黑暗中月亮的光辉要消散。

真的，他们要断成碎片。

它要全部变成血。

而且，即使环绕的星宿也要掉进混乱之中。

6 大海直到其深渊要退去，到断绝了的水源。

而且，河流要消没。

7 至高的上帝要翻起大浪，独是那永恒的一位。

祂要来全面报应各国。

而且，他们一切的偶像要被毁灭。

8 那么，你要快乐，以色列啊!

你们要爬到鹰的颈项和翅膀之上。

真的，所有的事都要应验。

9 而上帝要把你升到高处。

而且，祂要把你稳妥地安放在星空里，

在他们的住处。

10 而你要从高处观看。

真的，你要看到你在地上的敌人。

认出他们，你会欢喜快乐。

你又会感恩。

而且，你要承认你的创造主。

11「但是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保存这些说话和这书卷，12 因

自我的死和埋葬直到他来，那要流传二百五十次。13 而这就是那过



程〔缺了三至五个字母〕次数，从来到直至完成。14 但是，我将和

列祖同睡。15 因此，你，嫩的儿子约书亚，要刚强；因上帝己按同

一个约，拣选你作我的承继人。

十一 1当约书亚听了摩西的说话，便把他一切所说的话写在他的

遗训，他撕裂衣服，伏在摩西的脚前。2 而摩西，虽然和他一起哭，

却鼓励他，3 约书亚回答他说：4 『主人摩西，为甚么安慰我？从你

口里出来的，都是严厉的信息，一个承载眼泪和哀哭的信息，我怎么

能得安慰。因你要离开这百姓〔缺了五至七个字母」。 5 甚么地方

要接收你，6 哪里是你坟墓的标记？ 7 谁敢把你的身体从一个地方

搬到另一个地方？ 8 因所有死去的人，大概他们的坟墓都会在地上，

但你的坟墓是在日出到日落之地，从南方至北方的尽头，全世界就是

你的墓地。

9「主人，如今你要离去，谁来保守这百姓？ 10 谁要怜悯他们，

和在〔他们的〕路上作他们的领袖？ 11 又谁要为他们祷告，不会遗

漏一天，以致我可带领他们进入其列租的那地？12 我要如何作这百

姓的〔监护〕，就像一个父亲对待其独生儿子，又如一个母亲看待她

的处女，〔她〕已预备好嫁给一个丈夫；一个母亲忧虑不安，叫〔女

儿〕避开日头，当她走在地上的时候，〔看到〕〔女儿的〕脚是穿着

鞋 13 （缺了五至七个字母〕我可以负责给他们提供他们所要求吃的

和饮的东西吗？ 14（ 缺了六至八个字母〕因他们有十万人，而且，

因着你的祷告，主人摩西，他们增加了许多许多。15 而我有甚么智

慧才能，要在殿中判断和指令〔缺了五至七个字母〕 16 另外，当亚



摩利人的诸王听到〔你的死讯〕，以为那神圣的灵不再与我们同在，

他是上主所赞许，多面的、高深莫测的领袖之首，凡事尽忠，给上主

作全地的先知，世上完美的教师。如今，他们以为可以攻击我们，他

们说：『让我们攻击他们。17 倘若我们的敌人，直到现在，曾有一

个时刻，叛逆他们的主，〔如今〕再没有人为他们辩护，为他们把信

息带到上主那里，就像大使者摩西那样。他，不分日夜每时每刻，总

是屈膝在地，祷告定睛仰望祂，祂就是以慈爱和公义掌管全地的那位，

他恳求上主纪念先祖的约和坚定的誓言。18 因此他们要说：『他不

再与他们同在。因此，让我们起来从地上压碎他们。』19 那么，主

人摩西，这百姓会怎样？ 」

十二 1 当他〔说了这〕话，约书亚又再伏在摩西的脚前。2 摩

西捉着他的手，扶起他到他跟前的座位，又给他回应，他说：3「约

书亚，不要轻看〔你自己〕，不要担忧，留心我的话。4 上帝创造了

世上万国〔就像祂创造了〕我们。祂预知他们和我们，从创世之初直

到世界的末了。事实上，祂不轻看任何东西，即使最小的事，祂也不

会忽视。但，〔反之〕，祂察看万事，而祂就是万有之始。5 （...... ）

已预知要来到世界的所有事情，又，看哪，它们将要过去〔缺了十二

至十八个字母〕 6 建立我，站着他们，为着他们的罪〔缺了十一至

十七个字母〕和〔缺了四至七个字母〕为着他们本身。7 然而〔这是〕

并不因为我的能力还是软弱，〔而是〕完全因祂的怜悯和忍耐照亮我。

8 同样，我给你说，约书亚，那不是因这百姓的敬虔，叫你可驱赶各

国 9 铺张穹苍、创造万物并宣告其为美好的是上帝，诚然这都在祂



权能的右手之下。10 因此，凡真实遵行上帝诫命的要丰盛起来，又

得善终，11 但那些背弃诫命犯罪的，便不能享受先前所应许的美物。

他们，当然，要被列国用许多酷刑来刑罚。12 但列国不可能把他们

完全的驱赶或灭绝。13 因为看透世上万事的上帝要作出宣告，而祂

所立的约，又借着所起的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