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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回埃及 - 出 3:1-4:31 

 

从旧约最后一位先知—玛拉基列神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的诞生，这四百年间

我们称为“the silent years/无声的时代”。在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中也有相同的“无

声期”，当雅各在异象中得知神告诉他安心的去埃及并应许必带领他们回应许之地之

后。神没有再向以色列人有新的启示，这无声期持续了四百年直到他在荆棘里的火焰

中向摩西启示。 

在使徒行传中司提反记载说从摩西逃亡米甸以后有四十年的时间，神没有向摩西

说话，没有安慰他，也没有鼓励他，摩西在这四十年中学习等候神，神就以特别的方

式来向摩西启示。 

有时我们也有相同的经历，但是我们不必等四十年甚至四十秒，神已经借着神的

话（圣经）向我们启示，我们只要读他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启示，有时我们好

像经历那“无声期”神好像没有在工作，我们好像无助的在等候，但是这并不表示神

没有在做工或不在向我们说话，祂将在最好的时刻以祂的方式向我们启示。 

I.神的呼叫 - 出 3:1-10 

A.何烈山-神的山 — 出 3:1 

第三章开始告诉我们四十年后的摩西为他的岳父叶心罗牧养羊群。一直到了沙漠的边缘

称为“何烈山-神的山”的地方。（出 3：1）何烈山的另一个名字叫西奈山，它的高

度与位置使它有丰富的水源, 以供应两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安置在山下的平原

地带时的需要。 

B.不被烧毁的荆棘 — 出 3:2 

神如此的显现启示了他两个重要的属性 

1.能被接近的神 

自古以来火总是代表神，（创 15:17）“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著

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荆棘可以象征所有平常人都可以去的地方或身边

的事物，所以荆棘里火焰象征神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神对摩西说的第一句话

“我在这里”就是这意思。虽然神是伟大,无限,超乎一切，是圣洁的，祂也是

摩西及他祖先的神，祂看见也听见祂的子民受压迫，祂与这些受苦的百姓认

同，也要带领他们得自由。 

有时我们把神看得很遥远，又認為神没有“感觉”，但是在这出埃及记的开

始，就让我们知道神是愿意与我们亲近，就在我们身边，祂知道我们的处境，

祂是愿意随时成为我们帮助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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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洁的神（超然存在的神） 

虽然神是可以亲近的，祂也是圣洁的，但在神允許摩西可以来到祂面前以

前，神要求摩西把鞋脱下来，因为鞋子上沾满了灰尘，神如此要求所象征的意

义是:要我们放下污秽的心思意念，以敬虔的心来见神。日后当以色列人来到西

奈山下时，神不允许他们触摸这圣山，违背者必定死。 

什么是圣洁呢？在神许多的属性中，圣洁是超过一切的，神与人最大的不

同，祂的圣洁不仅仅是公义，也代表威严，自主的权威，以及对一切违背祂属

性的愤怒，在圣经中最常提到的神的属性就是圣洁，在以赛亚书 6:3“彼此呼

喊說：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充滿全地”先知以最高层

的表达，三次重复这最要的属性“圣哉！ 圣哉！圣哉！这是一首无穷无尽的赞

美诗，在启示录 4:8说“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滿了眼睛。他們晝

夜不住的說：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诗 30:4“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祂，稱讚祂可記念的聖名”也同样的与

神的圣洁来赞美祂。 

圣洁真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要远离罪来亲近神，

对于神而言，祂是超越一切的，因此在荆棘的火焰里，我们看到神的超越性

（Transcendence）及祂可以被亲近的属性（Immanence），在圣经中祂很平衡

的将这两种不同的属性启示出来。（出：3:5）是圣经 中第一次提到神圣洁

的属性，在此之前只有在（创 2:2）提到安息日是圣洁的。 

C.神呼叫摩西——出 3:3-10 

當摩西在牧羊的时候，他看到那没有被烧毁的荆棘，他好奇的心使他想仔细看

看，于是神在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摩西回答“我在这里”神 告诉他

脱下鞋子，因为他所站之地是圣洁的，并告诉摩西三件事。 

1.祂是谁 

我是你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出 3:6），我已经向

你祖先启示过的独一真神，是亚伯拉罕及一切相信祂的人所敬拜的神，耶稣

引用这句话来证明他的复活，他说“因為他們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樣；既是

復活的人，就為神的兒子。至於死人復活，摩西在荊棘篇上，稱主是亞伯拉

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指示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

人的神；因為在他看來，人都是活的。」”（路 20:36-38） 

2 祂关心祂的子民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

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出 3:7），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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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8中，祂列出目前居住在所应许之地的族群是引用了祂自己在创世记

15章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说明了神关心他的子民，祂要成就祂所立的

约。 

3 祂要派摩西去拯救他的子民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

來”（出 3:10），这不是摩西想要听的话，于是他开始反对神对他所说的

话。 

II.摩西的拒绝与神的回应 — 出 3:11-4:17 

A.“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出 3:11） 

如此的回答，看出摩西认为自己不配，当然他不配，但是重点不在此，重要在于神

自己要作这救赎的工作，于是神回答说：“我必与你同在”。任何一个人加上神就有

无法抗拒的能力。 

B.“你的名字叫什么？”——出 3:13-22 

 由于摩西找借口想拒绝神的差派，于是神启示了祂重要的属性之一:“我是自有永有

的”（出 3:14） 

   

1.名字的重要性 

在圣经中,人的名字非常重要，因着名字说明了这个人的一些事实,背景,与个

性，例如摩西的意思是“从水中被拉出来，”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众人之父”,

亚当的意思是“尘土”,以扫的意思是“红的”,对于神而言也同样,神的许多名字

都是要启示神的许多属性，例如“主”,“全能的神”,“耶和华必预备”。。。

在出 3:14神称自己的名字为“I  AM”(自有永有) ,耶稣 基督也以同样的名字

“I AM”宣告他自己，也就是宣告他是神（参阅约 8:58） 

2.神的名所代表的意思 

a 神的人性 

神的属性是能与人沟通的，我们虽然无法知道所有神的属性，但是由于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可以知道神必定有人的个性，是我们可以认识

与交流的。 

b 神是自有的（self-exist） 

 神说我是“自有的 I  AM that I  AM”, 祂是没有“起源 origin”。因

此神本身是不可知的，因为没有任何起源使祂存在，我们只能以祂与人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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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来认识祂，因此很多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对神不友善，因为他们没有耐心等

候神本身的启示，他们想以人对神有限的认识来“论断”神，或许這就是许

多信徒不花时间去思想神的属性的原因。 

c.神是自足的（self-sufficient） 

神没有任何需要，祂不需要人类， 祂不需要创造人，虽然祂创造了

人，但祂不需要人类做任何事来增加祂的榮耀, 但是这位满有恩典的神邀请

我们与祂同工一起来完成计划，就好像祂使用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神不需

要我们帮忙，甚至不需要我们的敬拜来增加祂的荣耀，施洗约翰说“不要自

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袓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

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太 3:9） 

d.神是永恒的。 

这是超越我们可以想象的，因为我们有时间的限制，无论如何,知道神是

永恒的，是值得安慰的，因为我们的心总是想往“不朽的永恒，只有在祂里

面才有永恒，摩西在诗篇 90篇说出摩西面对永恒的认同。” 

e 神是不改变的。 

神的这属性带来两种后果。 

第一，这个属性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当时祂如何向摩西启示，祂

到现在任然没有改变，神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启示，也永不改

变的，神的属性永不改变。 

第二，这个属性告诉我们祂不会离弃我们，我们现在可能会忽略祂或拒绝

祂，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祂。 

 

3.从祂的名所得的应许 

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以后，用鼓励的话来差派摩西，他说当摩西到了埃及以

后，长老们会听从他并一起去见法老，神说以色列必定出埃及并且受到埃及人

的祝福，就是他们会得埃及人的金银等及衣服（出 3:22），但是摩西却开始找

更大的借口来拒绝，他提出三个理由 

C.神给摩西三个神迹（出 4:1-10） 

1 杖变蛇 

这个神迹的目的是要人们知道摩西是神差派来的，摩西所用杖本身是微不足

道的东西，就好像摩西在法老面前是个小人物一样，即使如此不显眼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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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被神使用就变成具有极大的能力，如果我们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来被神使用就

会有极大的能力。 

2 麻疯的手 

埃及人非常注重人的洁净，麻风病是埃及人认为极具污秽的病，当神可以医

治如此的疾病时，就彰显了神的大能。 

3 水变成血 

这个神迹成为十灾中的第一灾，是来毁灭埃及人所相信的假神-尼罗河神，

以后将更详细的解说。 

D.“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 我必賜你口才”, -（出 4:10-12） 

“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出 4:10）这个拒绝的理由与第一个理由说“我是

谁？”是相似的，摩西表示自己不配，就是说“我不够资格”,其实是无关紧要

的，因为神自己要成就这事，神自己要负责，这时神回答并且命令说：“我必賜你

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出 4:11,12）。 

E.“我不愿意去”- 出 4:13-17 

这次的拒绝是最直截了当，他用犹太人客氣的表达方式來拒绝“主啊，你願意

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出 4:13), 於是神發怒說 “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亞倫

麼？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現在他出來迎接你，他一見你，心裏就歡喜。”(出

4:14), 神的语气必定使摩西知道他太离谱了。 

III 出发的第一步 -（出 4:18-31） 

A. 向葉忒罗辞行-出 4:18 

摩西怀着这沉重的心，把羊群集合在一起归还给葉忒罗，并征求他的同意要回

埃及。 

B. 神的新启示-出 4:19-23 

神告诉摩西那要杀他的法老已经死了，因此摩西要带着妻儿回埃及。 

C. 摩西的儿子受割礼-出 4:24-26 

在回程的路上摩西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必须为他的儿子行割礼，短短

的三节经文使我们很难去解释，最重要的信息是摩西认为儿子们行割礼来遵守神对

亚伯拉罕的指示，大概是他的二儿子，大概因为他的妻子希波拉的反对，经文中的

记载可以看出希波拉的不满意，但是她仍然很不满意的遵守了，为了要得全摩西的

生命，出 4:24说：“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華遇見他，想要殺他”这个故

事最重要的信息是要我们遵守神的指示，虽然我们最近的配偶反对，当然我们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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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确定，所遵守的是神的指示，很多解经家认为摩西在这件事以后把孩子与妻子送

回给葉忒罗，因为在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与孩子，在出 18:1-6

中告诉我们，后来叶忒罗把孩子与妻子送回给摩西，我们可以假设摩西是一个人回

埃及，从希波拉的态度来看使她暂时与摩西分开是必要的。如此就不会妨碍摩西去

执行一件神要他去做的事。 

我们不能用这个例子为榜样，只有在极其特殊并完全了解神的心意之下才能如

此，神总是看家庭为单位，相同的，当特殊情况临到我们时，我们也必须要相信神

的带领而往前行。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必须要圣洁并且要公开的承认我们的神，行割礼就是承认

神的表现，虽然摩西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并且从神那里得到许多启示，但是如果

他与神没有合神心意的关系,他就无法成就神的託付. 

D.摩西与亚伦见面-出 4:27-31 

摩西在沙漠里见到亚伦，摩西遵守神給他的指示把神要做的事全部告诉他，他

们又一起在长老们面前预备他们去见法老，。（出 3:18） 

IV 应用 

1.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你认识祂吗？你想更认识祂吗？唯一的方法就是读经。 

2.神的时间总是最好的-摩西被呼召时已年 80.四十年前他想用自己的方法而失败了，你

相信神的时间吗? 

3.当你开始服侍神的时候，你必须相信神必供应你一切所须，实际上，神是我们一切的

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20）你相信吗？你愿意依靠神来服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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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五,六章; 討論日期 11/29/15 

0. 分享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信息. 

 

 

1  读出埃及记 5:1-6:27, 细读出埃及记 5:1-14 

a. 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在埃及人可以看到的地方献祭(读创 43:32及出 8:26)? 

b.你认为摩西及亚伦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去旷野献祭合理吗？为什么？ 

c.你认为法老王拒绝的原因是什么？ 

 

d.督工的和宫长是指什么人？ 

 

   e.为什么以色列的官长不愿为百姓挺身说话？ 

 

 

2 请读出埃及记 5：15-21 

a. 你认为以色列人的长官冒着什么危险去向法老哀求？ 

 
 

 

 

b. 从对摩西与亚伦的诉苦，以色列的长官如何显示他们对神缺乏信心？ 

 

 

c. 摩西問了神那兩個問題？ 

 

d. 你認為摩西這個時候的心情如何? 

javascript:openCompare('sn=Exo&ch=5&v=14&l=gb')
javascript:openCompare('sn=Exo&ch=5&v=14&l=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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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阅读出埃及记 6:1-8 

a. 那一句经文在这段圣经中重复四次？为什么？ 

 

b. 在这段经文中，神给以色列人七个应许，请举出经节及内容？ 

 

 

c. 请分享，那些神借着祂的话给你的应许, 但到目前尚未成就的事？ 

 

4. 请阅读出埃及记 6:9-27 

a. 你認為摩西的心情如何? 你有沒有相似的經驗呢? 

 

b. 请列出摩西及亚伦的家谱，从利末开始到亚伦的曾孙。 

 

c 你认为圣经为什么在这时候列出摩西及亚伦的家谱？ 

 

5. 从本周的经文中，你从那些经节可以看出神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