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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出生–出埃及记 2：1-10; 使徒行传 7：20-22; 希伯来书 11：23 

在摩西出生之前，公元前二千年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沉寂和干枯的时期,似乎没

有神的话语,也没有什么人物出现。犹太人在埃及已 430年(出 12：40)，并被迫害了

400年(创 15：13)。就在以色列人被压榨的最严重的時候，他们的哭声最为悲惨的时

候，他们的拯救者和律法的颁布者诞生了。 

I. 摩西的父母亲 – 出 2：1， 來 11：23 

从圣经的記載来看这段历史，一定会推断出那时并没有很多的犹太人记得真神耶

和華, 并对上帝保持着信心。其實这也并不令人惊奇，这个时候的犹太人没有記下來

的神的話, 也没有公共敬拜的地方，虽然会有许多家庭的父亲担当祭司的职责。但是

没有建全的祭司制度，即使今天我们拥有很多的资源，信神的人也会常常远离上帝。

我们知道这群以色列人对于真神的認知甚少，没有信心。我们从后来他们在旷野中游

荡時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A. 无神和拜偶像的环境 

 我们十诫中的头两条可以推断出当时的情形。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两条警告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敬拜假神。  

 第二个明显的证据出自约书亚死前对犹太人的讲道。他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的先辈敬

拜他神，说：“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華。” 

(约书亚记 24：14) 这句经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不但远 离神而且敬拜埃及偶像。甚

至在曠野中, 他們仍然帶這偶像, 並且帶進應許之地. 在以西結書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當長老們來尋問神時, 神如此回答說"當日我揀選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後裔起誓，在埃

及地將自己向他們顯現，說：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那日我向他們起誓，必領他們出

埃及地，到我為他們察看的流奶與蜜之地；。那地在萬國中是有榮耀的。我對他們

說，你 們各人要拋棄眼所喜愛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

華你們的神。他們卻悖逆我，不肯聽從我，不拋棄他們眼所喜愛那可憎之物， 不離棄

埃及的偶像。「我就說，我要將我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在埃及地向他們成就我怒中

所定的。 " (結 20:5~8). 當時大多數的猶太人並不相信真 神耶和華.   

B. 信神的餘民 

 然而上帝总会保留一群信祂的子民 - 餘民，在以利亚的时代，有七千未向 巴力屈

膝的百姓。在耶稣出生的时候有像伊利沙伯和撒加利亚，玛利亚，约瑟，西面和亚拿

等，盼望耶路撒冷救赎者的来临。在这里，摩西的父母亲暗 兰和约基别就是这样

的子民。 

1.暗兰的意思是“高尚的人”， 这个名字在旧约家谱中出现多次(出 6：18，20； 

民 3：19； 26：58，59)。 暗兰是利未支派， 活到 137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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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意思是“耶和华的荣耀”。这个名字出现过两次(出 6：20，民

26：59)。她也是利未支派, 是她丈夫父亲的妹妹，那个时候还没有规定不能有这

样的婚姻。摩西还有哥哥亚伦，比他大三岁，米利暗是她的姐姐，比摩西大概长 8

到 10 岁。最重要的这是一个信主的家庭，全家几代人都是如此。暗兰和约基别都

是有属灵意义的名字，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曾经记念他们的阿爸父神並且相信神对

亚伯拉罕的呼召。暗兰和约基别因他们的信心而在希伯来书中受到称赞：“摩西生

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

命。”(希 11：23)。他们的下一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都对神有真诚的信心。

他们在一起信实地服侍神多年。 

无疑地大多数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们被信神的父母信实的教导。如果

你们是作父母的，不要忘记这是你们的责任和权力。你们的孩子是上帝赐给你们的

宝贵产业。 

II。摩西的出生 – 出 2：2-4 

摩西并不是出生在一个充满了希望的环境中。F. B. Meyer 提出四个很有价值的观

点。 

A。摩西属于外族 

 他们是由迦南地迁过来，虽然已过了近百年，並且他們的背景與統治他們的  Hyksos

人很相似,但是他们还是被视为外族人。  

B。摩西属于受欺压的民族 

 犹太人作为外国人而受欺压，做苦工。在摩西出生的年代，他们受苦受难的程度达

 到了顶点。 

C。摩西生于多灾多难的年代 

 摩西出生的时候， 埃及王下令要处死犹太人的男婴。 

D。摩西的父母相信神 

 有相信神的父母親對摩西的未來有很大的影響. 

1。聖經中至少有三處經文記載他的父母相信摩西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出 2:20; 徒

7:20; 來 11:23)，如此重覆的記錄讓我們相信他们一定看到摩西與眾不同的地

方，希望他就是几个世纪以前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賜給他們一位能帶領犹太人脫離奴

隸生活的救赎者。  

2。他们藏了他三个月 

希伯来书 11：23 指出他们信靠上帝超過惧怕王的命令， 所以他们敢藏他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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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基别期望神能救摩西 

在無法再藏下去的情况下，约基别“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

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出 2：3)，這段經文中所說的箱子,在希伯文

中與挪亞方舟是同一個字. 以后再也沒有在聖經中出現過. 约基别让摩西的姐姐米

利暗远远站着看着他，是想知道究竟会怎样。她雖然焦急地等着，却是充满信心地

看上帝怎样去救摩西。 母亲当然不会讓孩子的姐姐去看孩子被鳄鱼吞吃的情景。 

III。摩西被法老的老女儿所救 – 出 2：5-10 

A. 法老的女儿 – 出 2：5-6 

不论大事小事，任何情况下，神都是眷顾人的， 就在这个特別的时候，上帝引

领法老的女儿来到尼罗河这个特定的地点来洗澡。   

法老的这个女儿，据历史学家考证,她后来很有权势，作了皇后，她敢和当政的

法老们作对。这个”公主”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

子，看见了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出

2：56)。公主马上认出这个孩子是希伯来人的婴儿，她不但没有遵守她父王的指令

让她的使女把孩子扔回河中死掉，反而看到这个孩子哭了，就感到怜悯。是神引她

到河边，讓她看到婴儿哭泣的泪水，使她心软 而要照顾他。必然的，“王的心在

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 21：1) 王女儿的心也是如此。 

被婴儿的美丽和眼泪所感动，当然是受上帝的驱使，公主决定救这个孩子并收

养他。也许她正为著如何養育這孩子而发愁，就在这时婴儿的姐姐米利暗 来見她

說，“我去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 以？”(出

2：7)。这对公主来说是一个好办法。于是米利暗马上就带她的妈妈来了。“你把

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出 2：9)。于是约基别又领回了她的孩

子，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使她能在摩西還沒有進宮以前養育他,也幫助他認識真神

耶和華. 她不但养育了自己的孩子, 还為此得了工钱。这是耶和华对她信心的奖

赏！ 

在圣经中有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先知约拿逃避上帝的指令，往相反的方向逃

跑，自己付了全部的船价，但是他不但没有到达他想要去的地方，反而賠上了自己

全部的船费。因此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当你躲避上帝的时候，你永远也不会

到达想要去的地方，并且总是自己付上代价。但当你走上上帝指示的道路时，你一

定会到达目的地，上帝会为你买单。 (Donald Grey Barnhouse). 

约基别一生最想做的莫过于把孩子带在身边，爱他，抚养他。当时的情况似乎

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必定对上帝说：“不是我的旨意而是你的旨意成就”，把孩子

放在上帝的手中。结果是， 她不但得回了孩子，上帝还付她抚养自己孩子的工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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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应用 

A. 神的眷顾 

 神通过摩西拯救以色列民的过程中，將会有很多的神迹。事实上，除了耶稣基督之

外，与摩西相关的神迹比其他任何圣经人物都要多。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故事的开

头并没有神迹，只有上帝的赐福和眷顾：祂驱使法老的女 儿去尼罗河洗澡，让婴孩哭

泣， 打动公主的心，使她想救他，并最终讓他自己的母亲来乳养他(然而公主并不知

乳母就是婴儿的母亲)。 神不但在这 個時候做工, 在以後的日子也同样做工。同样

的，神也不斷的在我們的生命中眷顾我們， 即使我們没有看到任何神迹或对我們的祷

告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回应，或是我們生命中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难道我們不该信任

祂吗？圣 经中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祂旨意

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我們在這裡看到神如何拯救了暗蘭與約基別一家, 但是我們不可忘記, 有其他與暗蘭

與約基別相同對神有信心的家庭, 他們的孩子卻死了. 這並不表示神不是完全掌權的

(Sovereignty), 只是在這件事上, 神用不同的方式來眷顧他們.雖然他們的孩子死了. 

神對他們的愛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必須在每一個情況下都相信神.而不是單單在有好結

果的事上,約伯了解,因此他說 "他必殺我；我雖無指望，然而我在祂面前還要辯明我

所行的" (伯 13:15) 

B. 信心 

 虽然希伯来书 11 章说摩西的父母凭着信心藏了他三個月，但是我们很难知 道他们

相信的是甚麼。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死的. 他們的信心有了外在的表現. 

這經過深思熟虑之后有信心的表現得到神的祝福。信心引 导暗兰和约基别蔑视王的命

令，并把他们的儿子藏了三个月。当摩西不能再被藏起来的时候，信心引领他的母亲

做了一个小的芦草箱，把他放在其中，放在尼罗河畔，之后让他的姐姐远远站着观看

发生的事。很清楚，约基别期 望上帝救她的孩子，虽然她并不知道孩子如何能得救，

但她的信心指引她愿意为她的孩子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威廉克理说：“期待上帝做伟大的事； 并愿意为上帝尝试做伟大的事情。”克理做到

了，一切成就信心胜利的人也做到了， 你能为上帝作什么？ 在你所处的情形中你能

作什么？ 

C. 伟大的事情起于小的开始 

 没有一故事比这个故事更不吉祥了，一个婴孩出生于奴隶的家庭，並且面臨那样危险, 

這是多麼不幸的事. 但这个婴孩却成为伟大的救赎者，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颁布律法

的人。摩西的故事和基督很类似，耶稣生于当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边远乡村，父母贫

苦，他却最终成了世界的救赎主。我们也许同 样的卑微，但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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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们会在其中某一个地方服侍上帝。 谁能知道上帝将要作什么呢？谁能预测从

小小的你开始, 上帝会在你身上成就什么事呢？ 

D. 餘民 

总体来讲摩西出生的那個時代，以色列人對神并没有信心。事实上，在整個以色列

作为一个国家的歷史上, 都對神沒有信心。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上帝还是保留了一

批对祂忠心的“餘民”，祂通过这些餘民来作工。让我们养成习惯去寻找这样的餘

民，也就是说，养成习惯学习像上帝那样去思想。 你会发现上帝所使用的人很少是这

个世界所选择的人， 他们总是被这个世界所轻视，因为上帝用他们的愚拙软弱来成就

他的智慧和揭示他的公义。(林前 1：26-31) 

摩西的中年-出埃及记 2:11-15 

I. 摩西所受的教育，使徒行传 7:22 

  出埃及記 2:10~11 節之間大约有四十年的時光，這期间, 摩西长大了，雖然在出埃及

記中沒有記載, 但是司提反在使徒行传 7：22說摩西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在那个时代埃及就有很大规模的学习中心，我们知道 Heliopolis 就是一个学习中心，埃

及上层的年轻人包括周边国家的年轻人都会在那里学习的. Heliopolis 中心能容纳

10,000 多年轻人学习，规模非常大，摩西一定会在那里接受各种官方的训练：书写，

数学 建筑,地理,历史,医学,音乐,艺术和军事技术，等等。 

   当时巴比伦的汉莫拉比(Hammurabi)法典已被埃及人广泛学习和注释，很自然的摩西

也会受到法律方面的教育，十诫和其它旧约的法律条规都反映那個时期的法律文化的

形式。 

   即使摩西接受了当时一个人能够有的最好的世俗教育，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是从他做奴

隶的妈妈那里得到了他最宝贵的有关信仰上帝的教育，摩西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敬畏神

的家庭，他的母亲也许会告诉他，在当时所有男婴都要被杀的情况下，如何在神的保

护下被法老的女儿所收养。她也许表露了她的希望：“上帝将会使用摩西做以色列人

的拯救者。 

 

 

II 摩西成為拯救者的第一個行動—出埃及记 2:11-15 

A.摩西不朽的选择 

在摩西大约四十岁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有双重意义的重要选择：改变了他的生命，

也改变了他民族的命运，这是摩西一生中一个不可回头的转折点。 

 1. 和他的民族认同——使徒行传 7: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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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7:23-25 说：“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负的人报仇，打死那埃及人。他以为弟

兄必明白神是借着的手搭救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明白。”这经节告诉我们摩西对他

的出生和他起初对家里教育的认同并没有被他在埃及的上流教育和生活所磨灭。 

 2. 他拒绝了埃及人的特权——来 11:24-26 

第二段经文更有教育意义：“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

 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得的赏赐。”这段经文描述了他刻意

地拒绝埃及人的特权，是為了要認同上帝對他民族的旨意，这一个决定是摩西这一

生中所付出最大的代价。 

  B. 摩西选择的意义 

   1.这是他完全成熟时所做的决定: 

参阅使徒行传 7：23-25，摩西这时四十岁了，他已经够成熟了並有足够的人生

阅历, 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的选择不是年轻人感情冲动所做 的鲁莽

决定。他杀掉埃及人是有鲁莽, 沒有仔細思考的因素在里面，但他願意 去救以

色列人的选择卻不是草率的決定，他完全明白他在做什么。 

 2. 这是当以色列人在最低潮是所做的决定: 

約瑟在世的日子，雅各為法老祝福，（创 47:7-10）那时候作为一个以色列人

并不是一個坏事，但是约四个世纪过后, 一位不知道约瑟那段历史的王掌权，他害

怕犹太人趁机反叛, 就把犹太人变为奴隶，压榨他们，犹太人的苦难深重到了他们

民族命运的最低点，对于摩西而言, 當他選擇與猶太人認同時,他就放棄成為當時

最有權勢的人而成為最卑微的奴隸. 從当时所能够達到的最高地位,下降到当时社

会的最低位。这等于从皇宫到陋室，从特权到受迫害，从富裕舒适到难以维持生计，

為了让上帝的子民認同，摩西似乎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淡。 

 3. 这是摩西能得到最高享樂的时候所做的决定: 

如果摩西在年幼的時候做如此的選擇, 很可能是因為不完全明白埃及所有的一

切。如果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做如此的選擇, 可能因為他认为自己已经过了可以充分

享乐的年龄，可是摩西這時既不太年轻也不太老，他完全明白罪的引诱和“快乐”。

埃及人的法庭并不像我们一样处罚“性犯罪”。埃及是一个可以任意而行, 甚麼都

可以做的地方。然而摩西選擇拒绝这一起的“罪中之乐”。 

 4. 这是一个果断並且毫无犹豫的决定 

我们知道摩西五經是有關摩西的故事,而摩西本人是作者，但是在摩西五經中,

他没有記載他人生前 1/3的歲月是如何過的, 例如他在埃及王宫內的经历，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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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关于他的母亲是埃及人，他年轻时的玩伴，以及任何关于他受高級教育的事，

或他军事上的成就，为什么呢？我们也许对此有浓厚的兴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他离开王宫的时候就选择绝不回头，不再回想，因此他对王宫的经历只字不提，摩

西断了他的后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理由，他决定不回头。 

  C. 摩西选择的结果 

尽管摩西选择和他的民族在一起是正确的，是高尚的，但他之后的行动却是一

个沒有仔細思考的错误行动，而导致了他必須逃离埃及。 

 1.摩西做了甚麼呢? 

打死埃及工头，是沒有理由的,是無法为摩西辩护的，因为那个工头沒有犯了死

罪。他欺压一个以色列人也许必須受惩罚，最多是坐监，但絕不至于死刑。即使他

该死，摩西也没有权利去执行，就像 Charles Erdman 说：“摩西受到的刺激是很

強烈的，动机是值得同情的，然而行动是轻率的，过分的，任性的，冒昧的, 是自

以為是的”，我们应该引以为鉴，基督徒有时容易被诱使用世界的方法去达到属灵

的结果，他们应该记住属神的人不是被呼召来用杀埃及人方法去解救受压迫者的，

我们的武器是神的言语和祷告。 

 2.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司提反在使徒行传 7:25节告诉我们：摩西以为弟兄們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

他们，但是结果却與他的期待不同 

a.以色列人拒绝他的领导，见出埃及记 2:13-14  

出事的第二天, 摩西協調兩位爭吵的希伯來人, 但是那犯錯的人拒絕聽摩西

的勸告說 "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殺那埃及人麼？

" (出 2:14), 摩西知道他前一天做的事一定無法隱瞞. 

b 摩西逃往米甸——出 2：15 

當法老知道摩西所作的事, 他要殺摩西, 因此摩西逃往米甸. 摩西成年生活

中重大的一幕以完全的失败告终。直到摩西在遥远的米甸沙漠里渡过了四十余

年牧羊人的生活, 直到他八十岁的时候 神才向他显现呼召他出来。 

 3. 摩西学到了什么？ 

很显然摩西在要帶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前, 他必須要学习一些很重要的功课。我

們必須知道, 在神的眷顧下, 摩西的失敗是祂所允許的. 因此他才能被建立起來. 

從摩西的失敗, 我們可以學到以下四點: 

a.“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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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通过我们的失败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是：不论我们认为自己如何有才

干，如何有理由,动机正确又高尚，离开 神我们無法成就任何事情。不幸的是，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这么想，我们常常以为应该是：“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甚

麼”，雖然我们沒有资格，卻認為我们有一些资格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但

我们看到摩西以他的教育，聪明 才干，却一败涂地，如果我们想靠自己（或至

少一部分靠自己）神就会允许我们像摩西那样失败，让我们知道任何属灵事情

的成就是“不是靠势力，不能依靠才能，而只是靠我的灵，”（撒加利亚 4:6） 

b.一个人若依靠自己不依靠神，他会做出很糟糕的事情。 

第二个教训是，我们如果坚持自己的计划和方法，不去等候神，就可能

做出十分糟糕的事情，摩西能够杀人，他就去杀人；大卫能够犯奸淫，他就

犯了奸淫，（撒母耳下 11）如果我们没有和神亲近和等候神，任何基督徒

都會犯錯並做出更糟糕的事情，大卫知道他自己，就祷告“求你拦住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诗 19:13） 

c.成功的結果不能證明方法是正確的。 

摩西想帮助他的百姓，但他却做了错误的事情，不论他的意愿和目的如何的

正当，我们都绝对要用上帝的方法來成就。 

d. 尽管人会失败, 卻無法阻礙神的工作。 

雖然首先要學的功課令人皺眉, 但卻是一個鼓勵. 神总是能够克服我们的失

败,通过我们来做工，对摩西而言，神四十年之后又一次使用他，他的失败没有

使他在神的计划中无份，神并没有因他做错而放弃他，像神呼召约拿一样（约

拿书 3:1）他的话语“第二次”临到摩西. 再一次的使用他.  

III 摩西在米甸—出埃及记 2:15-25 

根據創 37:25, 米甸人的足跡散佈的很廣, 米甸人也佔有很大的土地, 米 甸人也是亞伯

拉罕的後裔. 是亞伯拉罕的第二個妻子基土拉所生. 所以他 們對真神耶和華也有

某種程度的認識. 摩西到了米甸以後發生了三件事: 

 

1. 摩西与米甸祭司的联系-出 2:15-21a  

 流珥的意思是"神的朋友",是米甸的祭司 但是這神並不代表耶和華, 流珥 後來被

稱為葉忒羅, 摩西逃到米甸, 當葉忒羅的女兒受到別族的牧羊人欺負的時候, 摩西保

護她們 , 因此受到他的歡迎, 摩西在米甸的四十年，靠为葉忒羅牧羊為生. 

2. 摩西与希波拉结婚-出 2:21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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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對希波拉的記載不多, 她的名為又在出埃及記第四章及第十八章出 現. 她

為摩西生了兩個兒子. 

3.上帝纪念祂的子民—出 2:23-25 

 在米甸的四十年中摩西已经忘记埃及和他在埃及做苦工的以色列人，但神却没有

忘记。"過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歎息哀求，他們的哀聲達於

神。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

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 "(出 2:23~25), 神要以震撼天地的方法使犹太人得以自由。 

IV. 应用 

 A. 幼兒属神教育的价值 

 早期的孩童教育對孩童有长久影响.其重要性是不可輕視的. 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

们不晓得摩西何时被法老女儿帶進宮，但那一定是他年幼的时候，他母亲被雇为乳母，

她一定十分努力的教导摩西关于以色列人的神以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最多也

只有三, 四年的機會, 多年之后摩西也许会忘掉他的出身，但他婴孩时期所受的教育，

使他在四十年之后仍然记得他的民族，並願意與他们在一起，与他们认同。 

 做父母的，特别做母亲的一定要意识到儿童的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圣经说“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箴 22:6), 这段经文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将

从来不会犯罪或远离神，而是说早期的教训会伴随他们到老，这对忠心教养孩子的父

母应该是个鼓励。 

B. 人的易變 

我们可以在某个时候做事完全正确，而在另一个时刻完全做错，摩西选择认同他的

百姓认同而不去享受权利和快乐，之后他却杀了埃及人试图拯救以色列人，这就是一

个例证，圣经中运用其他的例子，例如彼得, 太 16:16-17說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

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 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

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前一刻, 彼得是圣灵的代言人，

然后到 太 6：22 "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

上。」 " 下一刻卻又变成撒旦的工具，我们也是一样的，除非我们保持和主的亲密关

系，时刻的住在他的话语里,否則我們也會易變. 

C. 神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 

 一次失败不至于使我们于将来的事工无份，我们往往一开始认为我们不会 跌倒，

就很自負的以自己的方法去做，以至于一败涂地，而想完全的放弃，你是否说过：

“上帝不会再用我了，我使他失望了，”這是撒旦希望你如此的想，摩西的例子表明

上帝不会被我们的失败击倒，摩西彻底的失败，但上帝后来用他比用任何人都多，亚



泉谷華人宣道會 出埃及记第二章  11/15/15 

10 
 

伯拉罕，挪亚 大卫和其他圣经里的人物都有类似的情形，上帝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

只不过是尘土，但他也知道他能够通过耶稣基督来雕琢我们。 

D. 從孤独而得到的祝福 

摩西在米甸旷野中四十年沉思而无作为，这些岁月对他是有益的，是重要的，你有

被放在孤独的环境中的經歷吗？不能对任何事情有贡献？无作为？不能工作？这不是

坏事，把孤单看成是上帝给你的礼物，学会在安静的学习和默想中了解祂，保罗转变

之后在阿拉伯度过了三年，在上帝呼召他到任何地 方的活动之前来学习了解上帝，

（加拉太书 1:17-18） 

E. 上帝不断的工作 

即使摩西无作为，上帝仍然在做工，你被暂时搁置一边，并不意味着上帝已经停止

工作，甚至并不意味着上帝已停止在你身上的工作，也许现在他正准备着一件重要事

情要你去做。 

F. 上帝纪念我们的信心 

 上帝纪念我们的信心，并不纪念我们的失败，在希伯来书 11 章，摩西因他 的信心，

被称赞三次，没有一次提及他杀埃及人. 

 首先神稱讚他因与受压迫的以色列人认同而不与埃及人认同說，“摩西因着 信长大

了就不肯称是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暂时 享受罪中之

乐，”（来 11:24-25）  

 其次，他因离开埃及而受称赞，“他因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 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来 11:27）经历的次序表明这是指他 第一次离开埃

及去米甸，而不是指他后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第三，他因持守逾越节受称赞：“他因着信，就持守逾越节，行灑血礼，免

 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来 11:28）在伟大总结中，神記載了摩西一生和

他的信心及成就, 上帝没有一次提及他的失败。 

上帝也不会纪念我們的失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

念他们的罪衍”（来 8:12）以赛亚说：“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以赛

亚书 38:17）你的失败和你的罪都因耶稣基督的工作而被赦免，你相信这些吗？那么

你就不要让过去的失败缠累你，因为上帝已为你现在或将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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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三,四章; 討論日期 11/22/15 

0. 分享課堂上及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信息. 

 

 

 

1. 请阅读出埃及记 3: 1-10 

 a.请读创世纪 16: 7；22:11；士师记 6: 11-17 及士师记 13 章;谁是耶和华的使者？ 

 

 

b 你认为火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c.神为什么要向摩西显现那被火烧却没有烧毁的荆棘呢？ 

 

d. 为什么神要摩西脱鞋呢？ 

 

2.请阅读出埃及记 3:11-4:17 

a. 请举出摩西五个拒绝的理由？神又如何回答他呢？ 

摩西拒绝的理由                           神的回答 

 

 

 

3 a 新约圣经中何处也用“I  AM” 为神的名字？ 

 

 

  b 从新约圣经的经文中来看，你认为基督耶稣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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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读出埃及记 4:18-26 

a.神如何安排摩西一家人回埃及？ 

 

b.根據 4: 24-26 摩西忘记做了一件什么事？ 

  

c.谁做了摩西自己应该做的事？ 

 

d.在我们的家中或家属中，有那些事，我们没有做到神给我们的责任？ 

 

5.请读再出埃及记 4；27-31 

a.从这段经文中你如何描述亚伦的个性？ 

 

 

b. 摩西如何完全遵守神的吩咐？结果以色列人的生活會受到什么引影響？ 

 

 

 

6.从出埃及记第三，第四章中，哪几项神的屬性，使你愿意在未来的日子中有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