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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时刻–出 32：1-35 

在人的一生中， 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时刻， 这种时刻， 可能让人经历无与伦比的

成功， 或是惨不忍睹的失败。 在出埃及记 32章里， 摩西就经历了这样的特别时刻。 

他在西奈山上， 为着以色列民众在神面前的祷告， 是他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时刻。 

1。 营地里的罪 – 出 32：1-6 

让我们回到 24 章的最后部分，摩西，亚伦，亚伦的两个儿子和七十名长老上了山，

见到了神的荣光。然后神吩咐摩西独自上山, 进入神荣耀的云彩中, 共四十昼夜(出

24：15-18)。 

一天天过去了，摩西还没有下山，在山脚等待的民众，失去了耐性，让亚伦为他

们造神像，替代神。亚伦应该严辞拒绝这样的要求，可是，在需要亚伦挺身而出的时

刻，他却退缩了。像很多其他高位的人一样，亚伦是软弱的，他答应了民众的要求，

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亞倫的表現給我們很嚴厲的警告, 當我們以堅定, 果段的方

式來斥責違背真理的事時, 縱然會傷害人, 或自己被傷害, 但這樣做是出於愛心與真

理, 為了使人得到最大的益處.  

这个金牛犊在以色列人眼中，是可触摸和敬拜的神。這些硬著頸項的以色列人，

很快就想把對神的敬拜变质成了一场狂欢节(出 32：25)。在这节里，“放肆”一词指

出了这场狂欢,是放縱情慾的, 是亂性的。 

A。 奇迹不能保证信心 

這段故事给我们非常多的教训，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教训就是奇迹不能保证对神的信

心。有人说，只要让我看到神迹奇事，我就“相信神”，或”更坚定的“相信神”等

等。他们相信，要吸引人的注意，就要通过医治或赶鬼的奇迹展示神的大能。其实不

是的，神是全能的，有时祂也行神迹， 但这不是人有信心的源头。人的信心应该是从

里面生出来的， 是圣灵教导我们神的话语以后， 我们从里面生出来的新生命。 

历史上， 再没有任何人比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见过这么多的神迹， 而且是在这么短

的时間内， 他们见到了神降给埃及人的灾祸， 他们被领着过了红海， 每天有吗哪从

天而降。 甚至他们扎营在神通过雷电风云，刚刚显示过祂的大能力的山脚下。 但所

有这一切， 都不能让以色列人保持对神的忠心。 

B。 神像的问题 

神给了摩西十条诫命， 其中第二条明确的写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出  

20：4)。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不可以， 这像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神身上？ 现在你就

要知道为什么了。 第一， 这人手造的像只能折损神的荣耀。 因为任何创造出来的东

西都无法反映不可触摸神的无限荣耀。 第二，偶像会误导敬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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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造金牛犊的时候， 显然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他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出 32：5)。他可能想着这牛犊象征着耶和华的大能力， 可是民众却只想到他们在

埃及时拜偶像的狂欢。 所以很快的， 他們開始違背更多的诫命。  

另外一点， 罪会牢牢的抓住犯罪的人不放， 让人不断的重犯。 这个例子中的金

牛犊， 在以色列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在以色列人的后代中， 同样

的罪又重现在耶罗波安统治下的北国(王上 12：28)。  

2。 摩西与神的对话 – 出 32：7-14 

因为摩西在山上， 他并不知道营地里发生的这些事， 但是神知道。 祂中断了与

摩西正在进行的活动，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出 32：7-8)。这时候，神告诉摩西，

祂要灭绝这些人， 让摩西成为新的亚伯拉罕， 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出 32：9-10)。 

对于任何一个稍有一点点野心的人来说， 这个提议是多么大的诱惑阿！ 

但是摩西並不欢喜这个提议，他反而为以色列人恳求神，为他们求情(出 32：11)。

摩西提出了两条求情的理由： 

 1。埃及人会怎么说呢 ？埃及人会乘机取笑,诋毁神(出 32：12)。 

 2。祢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神是指着自己与亚伯拉罕， 以撒和以色列立的约。 

摩西的求情祷告， 同亚伯拉罕为所多玛， 俄摩拉的求情祷告一样有力(创 18)。

这样祷告的结果， 神听了摩西的祷告， 决定“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祂的百姓”。 

3。摩西治罪 – 出 32：15-29 

摩西随即下了山， 当他看到金牛犊， 看到百姓寻欢作乐时， 他出奇的愤怒。 他

把刻着神诫命的石板打破， 就好像这些百姓打破神的诫命。 他把这金牛犊烧了(我

们不清楚他是怎么烧纯金牛犊的， 也许这牛犊是木作的，只是镀金)， 让以色列人

把磨成了灰的金牛犊喝下去。 毁灭金牛犊说明了金牛犊真的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它

甚至不能保护它自己， 更别说带领帮助百姓了。 

然后，摩西当众指责亚伦。 因为亚伦祭司的身份是神选定的，所以摩西能做的， 

只是谴责亚伦， 而不能拿走他祭司的身份。 在这里， 让我们看看亚伦的反应。 他

并没有承担他应当的责任， 反而， 他试图把责任推给百姓，甚至怪摩西没有及时下

山。亚伦是一个软弱的人， 在他应该强势阻止百姓犯罪的时候， 他屈服于百姓的压

力之下。 他更急于取悦于百姓， 而不是神， 以至于以色列人犯了罪。 这样的领袖， 

有时候比敌人的破坏力还要大。 

最后，摩西命令属耶和华的， 执行神的审判， 利未的子孙都到摩西那里聚集， 

并且杀了三千左右得罪神的人。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而且最关键的是， 即使这些

人是他们的兄弟， 邻居和同伴，利未人照樣要杀每一个犯罪的人。 这就让我们想起

了耶稣教导我们的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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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作我的门徒”(太 10：37)。 当我们事奉神的时候，我们第一效忠的是神， 其他

的都在第二位。 

4。摩西伟大的奉献 

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摩西已经处理了因金牛犊所犯的罪， 但摩西知道，他还要

回到神的面前， 请求神的怒火不向百姓发作。 他与神打交道这么久，知道神的怒气

是真实可怕的， 而拜偶像的罪是极大的(出 20：3-5)。他应该怎样平息神的怒气呢？ 

这时候， 他或许想到了神给他的献祭的各项礼仪， 他知道神会接受为罪人献祭， 所

以他打算把自己献上， 为以色列人的罪献上自己为祭。 他对神讲这个想法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紧张不安的， 所以他讲的话都不能完全成句(出 32：32)。 而这些百姓还

是硬着颈项和败坏的心(出 32：7，9，22)， 而他却为他们摆上的是自己的生命。甚

至， 在前一天的时候， 神还提出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他却完全因着对这些百姓

的爱， 不但不要自己乘此机会成为大国， 反而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只为救这些百姓。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没有一个人作过比这更崇高的奉献。  

摩西所处的时代， 神的救赎计划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 所以他不知道他所求的

不能实现。虽然他很伟大，把自己摆上， 但他的死救不了以色列的百姓。 因为他也

是一个罪人， 还需要被拯救，他不是无罪的，所以他不能为百姓死。 但有一个可以，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

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加 4：4-5)  

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形， 我们在神的面前, 領受神的啟示， 卻在每天的生活里

不断打破神的诫命， 犯罪得罪神。 耶稣基督对神说：“让我替他们死， 把救恩带

给这些悖逆的人。” 神可以接受主耶稣的奉献， 因为他是全然无罪的，因为他的死，

我们的罪得赦免。 (賽 53) 

5。 应用 

A。 不要为我们的错误找借口， 错了就是错了。  

不管亚伦找多少借口， 他造金牛犊的行为是错的。 你是否在你的生命中也做错事

呢？你是否为这些错事找借口？ 还是承认你的错， 来到神的面前忏悔？ 

B。 罪的后果 

罪的后果总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象夏娃被诱惑吃了智慧树的果子， 蛇对她说：

“你不一定会死”， 而事实上， 那罪的后果是遗留给她的所有后代。 所以， 不要

缩小罪的后果， 要扎根在神的话语里， 常在基督里， 才能保持对罪的清醒认识。  

C。 请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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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彼此代祷， 就像这里摩西为百姓求情， 神答應了。 祂听我们的祷告， 

回应我们的祷告， 所以要常常为兄弟姐妹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 义人的祷告是“大

有功效的“(雅 5：16) 

D。 对救主的回应 

摩西要献上自己的生命为百姓赎罪， 但是， 没有一个人能这么做， 因为我们都

是罪人。 只有一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能赎我们的罪。 

通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相信且回应这件事，是一个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 你

做了么？ 如果你已经相信了， 要把这好消息告诉给那些还不知道， 还不相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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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三十三~三十四章; 討論日期 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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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讀 读出埃及记 33：7-11 

   a.根据刚刚发生的事，你认为摩西为什么把会幕移到营外？ 

 

   b.哪一句经节反应出百姓愿意与神和好的心愿？ 

 

   c.我们知道没有人亲眼看过神，那麼與神像朋友一样面对面的说話是什么意思？ 

 

2.读出埃及记 33:12-23  

   a. 在第 13节中摩西向神要求什么？ 

 

 

   b  你是否有像摩西一样的祈求？ 

 

 

   c.列举一个人在认识神以前与认识神以后不同之处？ 

 

 

   d.当摩西要求神显示祂的荣耀，你认为摩西想看神的什么？ 

 

 

   e.神如何满足摩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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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为什么神不愿意将脸面给摩西看？ 

 

 

3.读出埃及记 34:1-9 

   a.比较出埃及记 34:1与 24:12，为什么神要摩西凿出两块石板是合理的？ 

 

 

   b.列举 6&7节中神的屬性以及这些屬性给你的启示？ 

 

 

   c.当神向摩西显现时，摩西的反应如何？ 

 

 

   d.神最近如何将祂的属性向你启示？祂希望你以如何的改变来向祂回应？ 

4. 读出埃及记 34:10-26  

   a.如果这是神再一次的与以色列人立约，请找出第一次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章节以及

以色列人何时开始不守约的章节？ 

 

 

   

   b.在 11-14节中，由于神是忌邪的, 因此祂给以色列人的甚麼指示？ 

 

 

 

   c.从第 15及 16 节中，指出什么是与外邦人联络所造成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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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现今的人如何也落入同样的陷阱？ 

 

 

 

5. 读出埃及记 34：27-35 

   a.除了摩西以外，圣经中谁也 40天不吃不喝？ 

 

 

   b.为什么摩西能 40天不吃不喝，仍然可以存活？  

 

 

   c.比较 34:33-35 及林后 3:7-18，为什么摩西臉面皮发光? 

 

 

   d.从 34 章中，你认识那些神的属性？读出埃及记 32: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