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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法老的第一次交锋 :出埃及记 5：1-6：27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己经习惯了所有的事情都很快，很准确地

实现，没有事故或者挫折。这也让我们对于基督徒生活有类似的期望。我们心目中的

基督徒生活可能像开一辆车，坐进去，发动，踩油门，然后一直往前开。所以当我们

碰到属灵上的挫折，或者我们做的努力没有给我们帶來期望的结果時，我们就不知所

措，甚至灰心丧气。 

当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的时候，他就遇到了这样的挫折。摩西的所作所为应当是

完全照着神的意愿来的。虽然开始的时候他犹豫不决，不愿接受神给的任务，但后来

他还是回到了埃及。他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们，向他们展示了神给他的奇迹，赢得了

长老们的忠心追随。然后他去见法老，要求他让以色列人离开。法老不但没有同意让

以色列人离开，反而蔑视神，嘲笑摩西。 

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法老加重了以色列人的负担，他让以色列人的生活变的更

加困苦，以至于他们忘记了神而且反对摩西。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呢？ 我们回头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出以下的原因:   

1）以色列人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处境有多么的糟糕。 

2）人民和领袖们可能明白他们的救赎只在神手中。  

3）摩西和亚伦这两位领袖看到自己的無能而願意完全倚靠神。 

不过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理由。所以他们都很糊涂。摩西祷告说：“主啊，你为甚

么苦待这百姓呢？为甚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

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 （出 5:22-23） 

I.与法老会面 – 出 5:1-5 

圣经没有确切地指出摩西第一次见法老是在什么地方。就让我们假设是在离歌珊

不远的尼罗河三角地的一个宫殿的大堂里。 18王朝的法老经常来的这个地区。 假

设出埃及记发生在这个王朝时期（详见第 2章讲义）， 那么这个法老王很可能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那是一个多么戏剧化的场景 –鲜

红的大理石宫殿， 巨大的石灰石柱子，埃及的朝臣和有无上权威的法老。法老象神

一样对他的臣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他据说是太阳神 Ra 的化身。 

在这个舞台上走来了两个老人， 一个是 80岁的摩西， 一个是 83岁的亚伦。 他

们没有财富，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权力。但是他们从神那里来， 对着自大狂妄的帝王

带来神的话语。 他们说：“容我的百姓去。” 

A.要求：“容我的百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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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给法老的信息，象后来的先知们的信息一样， 都以“神这样说”（在这里是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开头。 这个宣告说明这信息不是从人来到， 它比这

个世界上的最高权威更有权威。 因为这是从神来的， 神是全能的， 这些话带着神的

力量， 能实现这信息里所传递的内容。 

我们教导圣经时也是这样。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有最高的权威。 它在帶领罪

人回转归主和喂养基督徒这两方面都有权柄。 

神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它

去成就事上必然亨通。”（赛 55:11）在我们教导圣经时， 这应该是对我们极大的鼓

舞。 

摩西所说的其他内容就是神给法老的信息。法老要允许以色列人去到沙漠里敬拜

他。 在这里讲的好像是举办一场宗教庆典。 在后面更清楚地说明是要“敬拜我”

（出 7:16, 8:1, 20; 9:1, 13; 10:3）并且“献祭”（出 5:3; 8:26;10:25,26）。 

有些人会对摩西的这个要求有些看法。认为这是一个不诚实的要求。因为以色列人

没打算再回到埃及。 而摩西的这个请求却好像他们只要求去沙漠里敬拜神， 然后还

要返回埃及。但我们不能这样下结论。去沙漠里敬拜神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 如果法

老允许了他们的话，很可能以色列人确实会回来，再提更多的要求。但当法老拒绝这

么一个小小的非常合理的要求时， 很清楚是因为他的心刚硬，他也会拒绝后面可能有

的更多的要求。 

B.法老狂妄的反应 

法老的反应， 不只是预期中的拒绝而且是很狂妄。 “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

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出 5：2）。法老自认

是神， 而且是“Neter Nefer”,即“完美的神”。这个“完美的神”有什么理由要听其

他的神，特别是他从没有听说过的神的话呢？ 

这通常是极权主义的掌权者， 甚至是很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对宗教问题的态度。

这也是实施政教分离的国家的官方态度。 

C.教会与国家 

什么是正确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呢？国家应该对宗教问题采取什么态度？在一个多

元化的国家， 所有的宗教都有相同的权利。国家不能特别地把某一个宗教置于其他宗

教之上。 这就是政教分离的本质。国家必须让所有的宗教都能无阻拦地行使它的宗教

功能。但是，这样的政策并不意味着領導人就不必为如此的政策对神负起最终的责

任。毕竟， 所有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包括俗世的权威（罗 13:1）。所有的权力都

最终要对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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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给我们展示了国家与神之间唯一正确的关系。“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 神。”(太 22：21)。这种关系给我们 4个可能的选择。 

1只尊神的权柄，否认凯撒的权柄 

这是修道士和所有逃避公民责任的人的立场。这种立场认为这个世界非常的腐

朽，它和它的掌权者都要被弃绝。爱神的人只要遵守神的审判。 

2只尊凯撒的权柄，否认神的权柄 

这是世俗主义者和很多民主政府的立场。这种立场认为宗教在政治中没有任何

的作用，甚至無法幫助树立正確的价值观或者鼓励人們要有诚实的品德。作为一个

国家， 我们不需要神。 

 

3神和凯撒都有权柄，但凯撒占主导地位 

这是懦夫的立场。如果神和凯撒都有权柄，神的权柄理所当然是应该占主导地

位的。把这样明确的關係强行扭曲，只能说明此人惧怕凯撒的权威。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彼拉多。他宣告耶稣是无辜的，但还是把他送上了十字架， 因为祭司们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注：原文作“朋友”）。凡以自己为王

的，就是背叛凯撒了”（约 19:12）。 

4神和凯撒都有权柄，但神占主导地位 

这是圣经的立场。它认为国家的权柄是神赐的。 正是因为国家的权柄是神赐的

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不管这个国家是否承认神以及他对神的责任，国家必须对神

负起终极责任，并被神审判。 

这是基督徒所必須要扮演的角色。基督徒不是神呼召来控制国家的。不是要通

过选举更多的基督徒官员来改变法律, 使每个人都遵循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但是，

基督徒们， 不管是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还是普通公民， 都需要提醒这个国家它对神

的责任，提醒政府官员们最终也要在神的面前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国家的主

要功能是建立和维护正义（罗１３）。基督徒应当负起责任，教导什么是正义，并

在国家偏离真理和普世的正义时，谴责这个国家政府。我们的功能类似于摩西按照

神所指示他的事在法老面前要求释放以色列人的时候的作用。 

II “不幸/壞”的结果 －出 5:6-21 

摩西和亚伦与法老的第一次交锋的结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法老不但没有允许以

色列人离开，还通过不提供做砖用的草来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现在他们不但要做出同

样数目的砖， 还要同时自己去收集草。以色列人当然没办法完成这些任务。 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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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官长被鞭打；当他们向法老申诉待遇不公的时候，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因为

法老本来就是故意这样做的。與法老辩论不公平是没有意义的。  

当长老们再遇见摩西和亚伦时，这两个人通过他们的话语和神迹在众人面前建立

的威信已经烟消云散了。官长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

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出 5：21）。 

这样子被他的同胞们拒绝,对于摩西来说一定比死还难受。 因为他的第一次尝试

毫无疑问已经失败了。人民的生活因为他的失败比以前更艰难了。他一定在想如果他

从来没有回来埃及一定会更好一些。实际上， 摩西在学习一些很重要的功课。 他在

学习完全地泯灭自尊,从而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更有用的工具。F.B.Meyer 说“摩西灭

了他的自尊，灭了他的白日梦，灭了他拥有神迹的骄傲，灭了他对以色

列人的热情，灭了一个杰出的领袖所热爱的一切。当他扑倒在神面前，

巴不得自己还在米甸，想着自己完全无用时，他就象一颗落在地里要死

的麦粒， 不再孤独地坚持，而是要结出许多果实来。” 

只要我们还是有自我， 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 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无用的人。 

但当我们灭了自我，我们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III 神重申救出的应许 －出 5:22-6:12 

在法老面前吃了败仗又被自己的同胞拒绝了的摩西，只有一件事情可做。 他向神

呼求， 说“主啊，你为甚么苦待这百姓呢？为甚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

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出 5：22-23）。这是

一个挺绝望的祷告，但摩西的问题是合理的，他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也是准确的。 所

以，神合理而且准确地回答了摩西，告诉他该如何做。  祂告诉了摩西 7件事情。 

A. 法老最终会让以色列人离开 –出 6：1 

 虽然他还没有做,但并不意味这法老最终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恰恰相反， 这正是

法老最终一定會做的。 因为神会确保这事的发生：“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

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出 6：1)。神还没有向

摩西解释这第一次看起来的失败和法老刚硬的心 是为了要在埃及人面前显示祂的大

能，从而展示祂與埃及那些所謂的神相比是真與假的差別。但这重申的应许已经足

够。神宣告了祂要解放祂的民，在祂看來最合適的时间发生。 

B. 神还是神 – 出 6：2 

1“我是耶和华”-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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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 6：2开始了第二次，单独的启示。这是为什么它以“神晓谕摩西

说”开头。 这种正式的宣言以“我是耶和华”开头，结尾（出 6:2,8）。这样把

这段启示包含被旧约学者叫做 inclusio 的结构中，给了它特别严肃的权威。 

2神是先祖们所认识的 - 出 6：3 

第 3节有点让人迷惑，因为它好像在说虽然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些先祖

们认识真神，但他们不知道真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不知道或

者是没有用过耶和华这个名字来称呼神。 

a. 底本假设（Documentary Hypothesis） 

在 18 世纪后期，这一经节变成了自由派学者建立所谓“底本假设”的重

要依据。他们接受了一种观点就是亚伯拉罕和其他先祖只知道叫以罗欣

（Elohim）的神，而不知道叫耶和华（Jehovah）的神。耶和华是摩西在米甸

与基尼人同住的时候知道的名字。这个说法叫做“基尼假设”。根据自由派

学者的观点，旧约中的以罗欣和耶和华部分分别代表不同的宗教传统，最终

被融合在一起。这些学者假设了一个 4步的发展，分别由 JEDP四个字母代

替。“J”指耶和华（Jehovah）源头, “E”指“Elohim”材料,“D”指申命记的

编辑者（Deuteronomic editor(s)）的工作， “P”指后来的祭司法典（Priestly 

code）。 

b. 福音派解读 

福音派当然否认这种假设。当代许多非福音派学者同样也否认这种假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第 3节呢？有三种可能的解读。 

第一种解读：第 3节只是一个暗示正面答案的反问句。问：“难道我没有

把我的名字耶和华让他们知道吗？”答“当然，我让他们知道了”。这个解

读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一举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不

是正确的翻译。 

第二种解读：先祖们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只是不知道这个名字的重要性。

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这不是这个经节的意思。 

第三种解读：耶和华这个名字确实没有告诉先祖们。这个名字首先在燃烧

的荆棘里启示给摩西知道。这种观点有很强的证据支持。在摩西的时代之

前，YAH（Yahweh 的缩写）这几个字母从没出现在名字中。除了摩西的母亲

的名字（Jochebed）中有 YO, 可能是某种神名的缩写。但也不是 YAH，而是

YO。在摩西时代之后， 名字里就开始慢慢出现 YAH 这个神名，以至于后来的

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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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按这个逻辑， 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在记载比出埃及的故事更早

的创世纪中出现比较难解释。但其实这可以很容易地解释。 因为是摩西写的

创世纪， 他可能就直接使用了后来启示给他的神的名字，也表示这个启示给

他的神耶和华同启示给亚伯拉罕和其他先祖的神象以罗欣或者以勒沙代（El 

Shaddai）是同一位神。 

只有在创世纪 4：26记载的内容对这个观点有些挑战性。这段经文记载了

在早期的时候，赛特出生后，“人才求告耶和华（Yahweh）的名”。不过，

这可能只是记录人开始祷告，而不是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或者是摩西在

用他后来被启示的神的名字来记录早期的历史。又或者早期的时候，在大洪

水以前赛特和其他人是知道神叫耶和华。只不过这个名字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被忘记了。 

3神与亚伯拉罕有立约-出 6：4 

这是指在创世纪 15章里描述的神与亚伯拉罕之间的约，在创世纪第 17章有

更详尽的描述。当每一个先祖都按约行了割礼的时候， 神应许了增添亚伯拉罕

的后裔并把他们带到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 我们在第一课里已经详细地学习

了这个约。  

4神并未忘记这个约-出 6：5 

这是通过摩西解救以色列人的故事的起点。 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 我们看

到“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而且“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他与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出 2：23-25）。出 6：5呼应了第二章的

这些经节。  

5摩西要把神的这些信息重复给以色列人听-出 6：6 

摩西已经把这些信息向以色列人传讲过一次，以色列人也听了。但在摩西与

法老无效的第一次会面后，脆弱的以色列人又拒绝了这信息。但是，这种拒绝

并不会改变信息的内容和重复这信息的必要性。就好象传讲福音时， 人们对福

音的拒绝不会改变福音的内容或者是传讲福音的必要性。神的话是不变的。不

管我们是相信还是拒绝相信都不会些微地改变神或者祂的目的。  

神告诉摩西去对以色列人说祂会救他们脱离奴役，并且用伸出来的膀臂来赎

回他们。这是赎回这个词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随后发生的事情是旧约中关于

赎回的最高例子。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被释放。因此，以色列人从奴役中被赎回

的样式象征着新约中耶稣把他的民从罪的奴役中赎回的样式。 

6犹太人要成为神的选民-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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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要做神的选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神。这种特别的关系紧密地与立

约和神的救赎联系在一起。在出埃及记 19：5，6，这约是神要民众顺服的基

础：“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

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当彼得

讲到新约的选民时， 他心里想的正是这些话。“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7.神要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出 6：8 

最后给摩西的话是对应许的重复说明，即神不但要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而

且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祂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这部分的最后

三段经文说：1.摩西顺服神，把祂的话带给了民众，2.民众拒绝听从，3.神让

摩西再次去见法老，4. 摩西拒绝了，因为他认为如果他自己的同胞都不相信他

的话，法老怎么会听信他的话，更何况摩西还是一个口才不佳的人。这是他的

以前用过的借口（出 4：10）。这次同上次一样，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分量。 

在一段摩西的家谱中（出 6：13-27），这个借口再一次出现在出 6：30。再

一次，神告诉摩西他要与他同在而且法老终将让以色列人离开（出 7：1-5）。 

IV 家谱 －出 6:13-27 

出埃及记第 6章的最后部分是摩西的族谱。这不是一部完整的族谱。因为族谱停

止在利未族，就是摩西和亚伦所属的族。这族谱从流便，雅各的大儿子开始，然后依

次到了利未，就停止了。然后对利未族展开了更详细的记录直到摩西和亚伦。在利未

族里，暗兰的家庭特别地被记载，他的儿子们按次序分别是摩西和亚伦。其他的名字

都是后面故事中很重要的祭司们。 

在一个故事中间突然加入一段族谱的记载好像很突兀。但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段

族谱的位置，它是在暗示我们作者是如何看待他的写作的。这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前

言，包括与法老的第一次接触，到此结束。从这一点开始，就是耶和华神与法老的神

直接的对决。 

V 应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应用，但中心的一点就像 F.B.Meyer 指出的：“这整个故事

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在遇到困难时就认为我们不在神给我们的道路上，不在做他的

工。事实上很多时候正好相反。如果我们愿意与神同行，祂会测试我们的忠诚度，煅

炼我们的灵魂；祂会让人刁难我们；”所以，即使事情看起来不是很顺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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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七到十章; 討論日期 12/4/15 & 12/11/15 

0. 分享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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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8-7: 13 

a 在出埃及记 6:10-13及 6: 28-30两处经文里，当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时，摩西的反应 

如何？  

b 摩西是不愿意顺服神或是自觉能力不足？ 

 

c.神如何安慰摩西呢？ 

   

   

 

d.你认为在 7:3 中神说：“我要使法老心刚硬”是什么意思？ 

 （参阅诗篇 95:8 及路加福音 21:34） 

  

  

e.为什么神要使法老王心刚硬？ 

 

 

f.当一个掌权者拒绝听神的话时，这个国家将有什么样的结果？ 

 

 

g.从使徒行传 7:23,30 及申命记 34:7看摩西生命中有哪三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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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请阅读出埃及记 7:14-8:19 

  a. 请比较水变血，青蛙以及虱灾 

               水变血            青蛙             虱灾 

   神对摩西的指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摩西与亚伦的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法术人的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老的反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8: 1重复了 7:17 哪一句話？ 

 

  c. 这句話在以前的章节中也反复出现，為什麼如此重要呢？ 

 

  d.利用这段经文，请分享在你日常生活中，哪些地方你必须要有神的指引？如何去得到这  

   指引呢？ 

 

 

3. 请阅读出埃及记 8:20-9:12 

a.在苍蝇之灾中，神给以色列人什么新的指示？以经文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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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出埃及记 9:1-7 中，畜疫之灾中，神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天才执行？ 

 

  

c.神的用意在哪里? 

e.由于法老的心刚硬，在生疮之灾中，什么是第一次遭到灾害？(出埃及记 9:8-12) 

 

 

 

 

 

f.疾病的來源是不是因为一个人自己犯了罪所导致的？请列理由。 

 

 

4. 请阅读出埃及记 9:13-10:29 

a.请指出冰雹之灾，蝗虫之灾及黑暗之灾中，新的（与其他不同的）情形？ 

 

 

 

b.法老如何与摩西玩把戏？ 

 

c.你是否也有用同样的方法对待神的经历呢？请分享。 

 

 

d.在出埃及记中 10;24- 29中，摩西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出去敬拜神时， 

他的態度有什么样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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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你认识到神的哪些特性？（请举出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