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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權責–出埃及记 18：1-27 

这一课的主題也可以叫作“孤独的领袖“， 一个领袖的工作是设定異象，制定计

划，并鼓舞策动。这是一个领袖必须要做的。 通常民众会看不到这个異象，不欢迎

这些计划，并拦阻向前的动力。因此这个领袖不得不孤独前行，领导的地位越高，领

导的时间越长， 这种孤独感就越强烈。 

摩西一定很孤独。 四十年前， 他是埃及法老王朝的一部分， 被众多的“亲

属”，导师，仆人，朋友和同伴们围着，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当他逃出埃及到边

远的沙漠， 他花了之后的四十年来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工作，当牧羊人。 他结婚了，

但当神差派他去拯救犹太人，婚姻也未能成为他的安慰，他不得不在去埃及之前，把

妻子西波拉和两个儿子送回他岳父叶忒罗那里去。   

之后， 作为一个领导着两百万曾经为奴的国家领袖，摩西又面临着一种新的孤

独。 他的身边不时围绕着很多人， 但没人能了解他的異象并分担他的重担,他為整

个民族担忧，又必須為迁移两百万民众負责，這些擔子全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上，尤

其是当困难出现，民众不停埋怨時。這时， 摩西也出埃及才几个月， 还未意识這沉

重的擔子将持續四十年。 

神了解他所差派的领袖们所经历的困難， 因此在出埃及记 18章， 他为摩西提供

了两个特别帮助： 1) 神让摩西家庭重聚 2)通过他岳父叶忒罗的建议， 他得到了一

套指派下属来帮着审理日常民众的计划。  

I。 叶忒罗的來访 – 出 18：1-27 

在出埃及的故事的开始, 聖經中两次提到叶忒罗， 第一次是摩西刚从埃及逃出， 

穿越沙漠， 初到米甸(出 2：16-21)的时候。 叶忒罗的女儿们到井边打水， 几个牧

羊人要赶她们走， 摩西帮助她们。他因此被邀请与叶忒罗同住， 最终，叶忒罗将其

中女儿西波拉许配给他。 第二次， 是摩西在燃烧的荆棘旁遇到神之后(出 4：18)。 

我们看到， 摩西在得到叶忒罗的同意并祝福后， 回到埃及探望他的族人。  

A。叶忒罗是谁：“米甸的祭司“- 出 18：1 

藉著聖經中对叶忒罗的描述，我们知道他是个祭司。两种描述是“米甸的一个祭司

“(出 2：16)和“米甸的祭司”(出 18：1)。 叶忒罗可能不是我們想像的一位耶和华

的祭司，他对神的属性的认识是有限的。米甸人是从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妻子基土拉所

出的(创 25：1，2)。 总体来说，他们都拜过别神，就好像犹太人在不同时期也如此

(民 25：1-8)。 但叶忒罗聽到神的作為以後, 他敬拜耶和华，说：“我现今得知耶和

华比万神都大”(出 18：10，11)，显出他对神有了真正的認識, 過去的认知也许是从

祖先的故事和他们的传统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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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形式上，叶忒罗让我们想到麦基洗德，撒冷的王，也称“至高神的祭司”。

亚伯拉罕和掠夺所多玛并掳掠他侄子罗得及家人的四王交战后， 在回去的路上遇到麦

基洗德，亚伯拉罕拿出所得的十分之一给他。 与叶忒罗一样，麦基洗德对神的认识也

是有限的， 他仅认识神是“至高的神”(出 14：18-20)， 他依然是真神的一个祭

司。 

 

 

B。叶忒罗的到来 – 出 18：2-6 

1。 到来的时间 

出埃及的事仅几个月，就传遍了沙漠里的游牧民族。出埃及记 18章开头说：

“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

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出 18：1)。 同样，神让耶稣基督死里复

活的好消息也传遍世界， 哪里没有传到，我们就有责任去传讲。 

出埃及记 4章最后， 好像是摩西带妻子和儿子去了埃及，但这里的经节告诉我

们，摩西回埃及以前， 他就送西波拉和儿子回西波拉的父亲叶忒罗那里。多数评

论家认为这是紧接在出埃及 4：24-26事件之后， 但有可能会更晚。 

2。 民众与叶忒罗 

叶忒罗带西波拉和摩西的两个儿子来探访。 

a. 革舜 

革舜是大儿子， 前面已提到他的名字和意思(出 2：22)。 革就是“外帮”

或“外面的”意思，舜是“那里的一个外帮人“， 因为摩西说”我在外帮作了

寄居的“(出 2：22； 18：3)。 

b. 以利以谢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到摩西的小儿子， 他名字的意思是”我神是我

的帮助“。 如摩西所解释的”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出

18：4)。以利的意思是“我的神“，以谢的意思是“帮助”，这个名字比大儿

子的更鼓舞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名字都不含耶和华神的名字，如前

面提到的，因為直到摩西在西乃山上第一次遇見耶和华才真正明白这个新名字

的全意。 

C. 两个伟人的会面 – 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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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叶忒罗快要到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派人送信，摩西就出来迎接，用东方的礼仪

向他下跪并亲嘴。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两位长者在本族里都是声望极高的，在

此向彼此问安，真诚的尊重对方。 

此时的摩西是一个两百万人国家的领袖， 他向岳父下拜显示了他不以位居高位而

骄傲，或是自觉高人一等，而是两人重续友谊。威廉姆泰勒对此曾写道“对一个人最

好的测试就是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他对旧友的态度。此时，他若能重拾原有的坦诚和

真挚，不以从前的友誼为耻， 他就是一个伟人。。。一个真正的挚友和伟人 - 能撇

开盛名，重续旧情，並且带他們到恩典的冠冕前，這是我们对神当尽的责任。” 

D. 叶忒罗对神的赞美 – 出 18：8-12 

那晚，在摩西的帐里圍著祭祠的食物，他告诉叶忒罗, 神为以色列民所做的一切

事，“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 遇

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出 18：8)。叶忒罗就欢

喜并赞美神。 

叶忒罗赞美神的形式奠定了以后以色列人寫赞美诗的基础，它有两个部分： 第

一，宣告神为民所行的大能， 第二，大能所帶來的结果。其宣告的部分是“叶忒罗

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

手下救出来。”(第 10节)。总结的部分是“我现今在 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

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第 11节) 

有趣的是，“如今我知道”也被另两个得救的外帮人引用： 1)列王记上 17：24，

撒勒法的寡妇 2) 列王记下 5：15， 叙利亚人乃缦。 

II。 處理以色列人爭執的任务 – 出 18：13-27 

叶忒罗来的第二天， 摩西坐着听百姓的申诉并审案， 一整天，“从早到晚”(13

节)。这並不奇怪，有这么多人，有成百的争执，并且当时只有有限的法律，特别是

如果叶忒罗的来访是在百姓收到西乃山的律法之前。审案摩西很疲惫，一天下来精疲

力竭。叶忒罗注意到这点，告诉他这样不好，给了他一个新的安排。 

A。叶忒罗的建议 – 出 18：13-23 

1。 摩西应当做什么 – 出 18：13-20 

叶忒罗关心摩西和百姓(“你和你百姓都必疲惫”出 18：18)。第一条建议是给

摩西的，他当只做他能力所及的，“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

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

他们当作的事 “(19，20 节)。换句话说，摩西的工作有两部分：1)祷告(跟神说

话) 2)教导(使百姓认识神的例律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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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评论家持与叶忒罗不同的角度来看摩西与神， 因而质疑摩西是否應該听

取叶忒罗的建议。这就不得不提到使徒行传 6：1-4所记录的教会早期遇到的类似

事件。因门徒的增加，在供给上就出现了争执，希腊的犹太人和希伯来的犹太人报

怨说，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这个争执被呈到使徒面前，明智的使徒们没有親自参

与，而是建议门徒们选执事来管理这事。众人喜悦这建议，因此他们选了七个执

事， 包括司提反，后来成为第一个殉道士。 

此处的重点是，门徒们之所以提此建议， 是因为“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

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 

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 6：2-4)。祷告！ 传道！ 这正是叶忒罗强荐

给摩西要做的， 这也是今天那些教导圣经的人当听的。 

很多现代教会和教导事工薄弱的原因之一就是教导者花太多的精力在不必要的

事上-委员会会议，辅导，探访和社区活动。这些事雖然有用，但它们不能占用了

研学经而忠心传道的时间。 

2。 在民众中指派审判官 – 出 18：21-23 

叶忒罗给摩西的第二个建议，是更关注百姓。他建议摩西，除却难断的案子，

其余的可由指定的人来审理。“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

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 长，管理百

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

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

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第 21-23节)  

 

 

使徒行传里，徒行们建议选执事，不是选任何人，当执事要有一定的资格，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 这里也是一样，叶忒罗建议用四个基要性格来选。 

a. 能力(有才干的人) 

他们是有能力的，是“能干的人”。能干意味着他们能公正的，明智的审案。 

这是列为第一条，不是因为其他的性格不重要，而是因为即然是选法官，正确

判断的能力就是首要的。 这一点上， 教会有时会犯错误，会选一些友善，甚

至敬虔的弟兄姐妹成為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和女执事，但是他們但并不适

合教导，教育，公正无私的管教并事奉会众.在提摩太前书 3：1-13 和提多书 1：

5-9中，神给了这些职位的一些标准，我们一定要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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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牧师曾说：“礼拜天的證道不是业余者所能做的。”他不是在排斥敬虔

及其他的资格，而是说这些都不能取代扎实的训练及正确传讲神道的能力。 

b. 敬虔(“敬畏神的人“) 

敬虔也很重要， 审判百姓的人必须要“敬畏神“。 箴言 9：10说“敬畏耶

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智慧是管理人事者必备的。尊重和敬畏神在我們待人接

物上有两个原則：第一，尊重人， 因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创1：

26-27)被造， 进入永生与他同在。第二，能使我们正确的审视人的要求，需要

和情况，最终，在神面前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事负责。 

c. 可靠(“诚实无妄的人”) 

有些人大有才干和敬虔的心， 却不能信守承诺。 他们需要被不停的提醒来

完成任务或解决问题， 但我们需要的领袖却是要能自始自终的完成工作，也就

是可信靠的人。 

d. 表里如一(“恨不义之财的人”) 

 最后这一个性格对那些当法官的人尤为重要，这是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必

须要具备的， 叶忒罗称之为“恨不义之财的人“。在现今的法制体系中， 时

不时曝光法官或律师受贿赂的问题， 这在东方尤为严重。 一些亚洲的法院

里， 常有法官延迟审案直到他们受到足够的贿赂。 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常提

到不公的法官， 如同那个耐不住寡妇缠绕不休的请求， 而为她申冤的法官(路

18：1-8)。 叶忒罗招集的是那些能据理作出正确判断，不为己谋利的人。 

B。 摩西恭敬地接受叶忒罗的建议 – 出 18：24-27 

摩西恭敬地接受了他岳父的建议。摩西大可以轻率地忽視叶忒罗的建议，耶和毕竟

神呼召的是摩西，不是叶忒罗来当以色列的领袖，而且叶忒罗没有领导大批百姓的经

验。 叶忒罗只专注于问题，提出一个常识性的建议，常识往往是最需要的。摩西没有

因为骄傲而拒绝这外来的，有针对性的建议。 

IV。 教会的体制 

我们不能假设叶忒罗给摩西的建议就代表了教会的体制， 神完全可以制定一个不

同的体制， 比如”使徒。。。先知。。。传道人。。。牧师和教师(弗 4：11)， 以

及长老和执事(徒 6：1-7， 提前 3：1-13， 多 1：5-9)。 在以色列的法制体系有一

个相类似的体制对应。 从另一个方面讲， 摩西接受叶忒罗的建议就已表明他的赞同， 

这些建议的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新约，一共有四个基本原则： 

A。 职责分担 

这有两个现实原因，第一， 在以色列或是教会里， 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神把

各样的恩赐分赐给众人。第二， 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完所有事。我们需要

与人同工，也要训练别人与我们同工。 D.L 牧迪曾明智地说到：“百人同工胜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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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担百工”。 摩西是有卓越才能的人， 他尚且不能作到， 我们就更不能，我们要

寻找同工一同分担。 

B。 多个领袖 

叶忒罗的建议所带来的影响， 不仅是让人工作， 更重要的是为神的百姓栽培更多

领袖并赋予他们权柄。 同理， 新约里领袖们的指定也是多个的。 有十二个门徒， 

七个执事(徒 6)。保罗建立教会，设立了长老们(复数)。 新约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

到只设一个长老或执事， 我们可能会选一个， 但神显然高过我们。 选出多人同工，

就能在教会里彼此鼓励，减少自高自傲，专制，或不诚实。反观邪教，大都是个人专

制。 

C。 属灵资格 

 教会的领袖们，如同以色列的审判官， 他们被选不是因他们不忙， 需要有事

做，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操练，及属灵的品格。保罗写道“作监督的，必须无

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方耒客?，善于教

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

凡事端庄顺服。（或作端端庄庄地使儿女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 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

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 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作执事的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 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

秘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 他们作执事。女执事（原文作

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提前 3：2-11) 

D。 百姓的选择 

最后一个原则就是百姓来选举审判官，摩西来指派， 如同使徒行传选执事们。 尽

管叶忒罗是建议摩西来选合格的人， 但申命记 1：13 中记载，摩西让百姓们先选， 

然后他指派。 同样，教会也当由会众们自己来选领袖。 

V. 应用 

以上所列的原则都是针对教会体制的， 不是对个人的， 以下列举一些直接应用。 

A。 明智使用个人恩赐 

 无论有多少聪明才智， 没人能做所有事， 如果有， 只能是摩西，但摩西尚且不

能， 我们就更不能。 在事奉生活的前期， 我们可能会尝试很多事，试图发掘神给我

们的特殊才能。 等我们渐渐深入， 就要缩小选择， 专注在我们做的最好，以及能特

别奉献的事上。 

B。 认识他人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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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赐所需的恩赐是为了整个肢体的健全， 我们凡事都想自己掌控的主要原因就是

骄傲，觉得我们什么都比别人强， 或者别人无可救药， 我们勉为其力， 这其实就是

不信。 不信神已为他的教会预备各样所需的属灵恩赐来完成他要我们做的工， 其可

悲的后果之一就是忽略了他人的恩赐。 我们要培养能发现他人才干的好习惯， 你是

否在这样做？ 你是否忽略了神放在你身边人的恩赐？ 

C。 接受建议 

即便是先知也不能忽视好的建议， 摩西是以色列众人所知的唯一的一个能从神直

接领受启示的人，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摆在众人建议之上， 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聆听

并接纳朋友的建议。 你是否会聆听？ 你是否在结交能使你聆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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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十九~二十章; 討論日期 1/31/16 

0. 分享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行信息. 

 

 

请读出埃及记 19:1-25 

1 a.比较出埃及记 19:4及申命记 32; 11你认为“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是什么意思？ 

 

  b.到目前为止，神在出埃及记 6:6-8中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哪些应验了？哪些尚未？ 

 

  c.在 19:5中，神对祂的约，加了哪些条件？ 

 

  d.以色列人想要遵守神的约吗？我们呢？ 

 

 

  e.为什么在见神以前，必须在外表上保持清洁？ 

 

 

  f.在现今属灵的生活上，我们如何遵行神的要求？ 

 

 

2 a 神如何加强摩西的领导地位？ 

 

 

 

  b 神是否实现祂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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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读出埃及记 20：1-17 及申命记第 5 章 

 在十诫中每一诫都有正面的要求及负面的禁止，请简述，并分享生活上的应用 

 a 20:2-3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20:4-6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20:7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20:8-11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20:12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 20:13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 20;14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 20：15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20:16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20:17 

 生活的应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读出埃及记 20:18-21 

 a.在 20 节中记载了惧怕及敬畏，请解释他们对一个人的影响？ 

  

b.以色列人这时看见摩西的态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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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读出埃及记 20:22-26 

 a.在 22 及 23 节中。神告诉摩西敬拜的条件是什么？ 

 

 b.在 24 节中，神应许了什么？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c.从十九章及二十章中，你认识了神的那些属性？举出章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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