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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三：與神相會: 3:1-4:31  

 組長版 
敬拜時間: 15-20 min. 

詩歌: 3-4 首  

禱告:  為小組聚會 

 

背景(主題綱領)簡介: (組長分享): 15-20 min, 可按時間分配的需要分一或兩次查考. 

讀經：默讀/速讀/輪流讀: 出埃及記 3:1-4:31 

 

內容提要: 
第 3,4章記述神如何呼召摩西, 如何裝備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其中包括第 3章神在荊棘

中神的顯現, 向摩西啟示祂向列祖立約的應許, 和祂領子民出埃及的心意. 第 4章神一再以

神跡的能力肯定祂的呼召, 以摩西/長子的割禮作立約的記號. 

 
分題 

(1) 3:1-15 自我啟示的耶和華 

(2) 3:16-4:18上 突破捆阻 

(3) 4:18下-31 長子以色列 

 
神學精義 
(1) 耶和華: 神立約的名意. 這名字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大致上重點是: YHWH艾魏(耶和華), 

I Am Who I Am, 我是, 神是自有永有的神, 無人能通曉神, 只有神自己可以解釋衪的存在, 

我們只能透過與祂立約的關係上明白祂. 

(2) 聖潔的神 

這觀念在摩西第一次與神會面就以荊棘, 火, 聖地啟示出來, 摩西以罪身站立在聖潔的神面

前要脫鞋蒙臉, 在往後的顯現中都離不開聖潔神的屬性. 

(3) 超越的神 

神跡是超越自然現象, 是超越的神介入人類歷史的標記, 出埃及代表救贖歷史, 充満了神介

入的痕跡. 

(4) “以色列是我的長子”(4:22) 

這是神向法老的宣言, 摩西/長子要以割禮為符號避免被追殺, 法老不讓神的長子以色列出來, 

以致埃及所有長子被殺, 這些環節都說明神立約揀選的心意. 

 
經文討論 

 

分組時間: 45 min 

(可分兩次聚會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別討論 1, 2或 3, 4, 5, 或 6, 7,8, 9

大題, 45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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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時間, 由領查經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

討論時作參考。帶*的題目可以讓大家自由發揮) 

 

I. 3:1-15 自我啟示的耶和華 

這段是出埃及事件的前奏, 也是出埃及記的重要高潮, 透示整個出埃及行動是神所主導，也

說明救贖歷史的主旨是要人認識耶和華神. 

 

 3:1-6  耶和華在荊棘火中顯現, 摩西蒙召. 

 

Q1. 摩西在何烈山上看到什麼異象? 誰顯現? (v.2) 

要點: 耶和華在荊辣火中向摩西顯現, “神的使者”從上下文看應是耶和華三位一體的神自

己.  

何烈山與西乃山可能同指一座山, 位於西乃半島南端, 或山巒中不同的山峯.   

 

Q2.(a)摩西如何回應? (v.3,6) (b)為什麼神要他脫鞋? (c)為什麼摩西怕見神? (d)今天我們

如何區分神聖與汚俗?  

 

(a)摩西如何回應? (v.3,6) (b)為什麼神要他脫鞋? 

神是自我顯現, 願與人交往的主, 但摩西的正靣回應也是建立關係的關鍵. 脫鞋是中東文化

有代表性的行動, 表示承認對方的神聖尊貴和自己的汙俗和不潔.  

 

(b)為什麼摩西怕見神?   摩西怕見神因怕自己有罪不潔. 

 

(c)今天我們如何區分神聖與汚俗?  神聖就是分別出來, 不同流合汚的意思, 參看耶穌對潔

淨的解釋 (太 15:1-20) 

 

 3:7-10 神眷顧子民, 遣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Q1. (a)神如何眷顧祂的子民?  (b)如何犮動拯救的行動? (c)神揀選誰作領袖? 

 

(a)神如何眷顧祂的子民? (b)如何犮動拯救的行動? 

耶和華看見了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 祂要下來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祂要打發摩西去見法

老領他們出埃及.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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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

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之地. 現在以色列人的哀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  

 

(c)神揀選誰作領袖?   神揀選摩西作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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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故此我要打發你(摩西)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Q2. (a)神要領他們往那裡去? (b)神如何描述那地? (c)為什麼提及那裡的居民? 

(a)神眷顧祂的子民的心可以從“看見”,“聽見”,“知道”苦況的動詞表露無遺, 祂的行動

是要下去救他們, 這是神拯救的模式, 自古不變, 而摩西就是神揀選的領袖, (b),(c)神領他

們去的那地美好, 卻有必須征服的仇敵. 

 
 3:11-13. 摩西的自我推搪說我是甚麼人(Who Am I) 

 

3:11-13 “摩西對 神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神說、

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

證據。摩西對 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 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他們若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Q1. 摩西開始一連串的推搪, 頭二次主要針對什麼議題? 

摩西針對議題“我是誰? 誰差我?” 神第一次已肯定摩西, 但摩西仍推搪.  

 

Q2.: 從神主動的揀迭差遣, 與摩西屢次的推搪, 可以分別看到神和人處事的什麼對比? 

神定意執行拯救, 二個“必要”對比人逃避責任的推搪. 神肯定必與子民同在, 神主動定意

執行, 摩西企圖逃避責任.  

  

Q3: 神如何以應許作確據來肯定摩西? (留意二個“必”) 在山上事奉神是什麼意思? 

 

神應許將百姓從地上為奴釋放出來, 能在高処自由敬拜永生神, 應許“必與你同在”, “必

在山上事奉神”. 以此作確據來肯定摩西. 

 

在山上事奉神指神要在西乃山上賜下律法, 規範百姓按祂心意敬拜神. 

 

3:11-13 “摩西對 神說、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神說、

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事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

證據。摩西對 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 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他們若問我說、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3: 14-15. 耶和華神的自我啟示 “我是!” Who I Am 

 

II. 3:16 – 4:17 突破攔阻: 摩西面對法老. 

前言: 

o 被召的摩西缺乏安全感, 神的大能托住他, 打發他幫助他勝過自己, 這是領導者首要

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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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3:11-4:13架構: 畄意英文 A/A’, B/B’文字上的相對, 突出 C是這段的中心意思. 

A. I am not the person you need—unfit (3:11) 我是什麼人-不配 

  B. No necessary gift (3:13) 我要對他說什麼 

   C. No effectiveness (4:1) 他們必不信任我, 不信我的話 

  B’. No gift of eloquence (4:10) 我拙口笨舌 

A’. I am not the person you need—unwilling(4:13) 禰打發別人罷-不願 

o 出 3:1-4:17 發生在西乃半島的何烈山上(見地圖: 參第八課出 12-13章和第九課出 14

章), 可能就是西乃山或是附近另一峯. 

 

 3:16-22 面向以色列民眾與埃及王 

 

Q1: 分析神囑咐摩西向以色列民眾要說的話, (a)神的自我介紹, (b)神的心意, (c)將來的禍

和福. (v.16-17) 

 

(a)神的自我介紹 

耶和華以色列民祖宗的 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向摩西顯現

說話. 

 

3:16“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 神、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

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向我顯現、說.” 

 

(b)神的心意 

神眷顧了他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待他們。  

 

3:16 “我實在眷顧了以色列民、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待你們。”  

 

(c)將來的禍和福 

神要將他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往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

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到有福之地, 也有仇敵的禍患. 

 

3:17“我也說、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往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

希未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與蜜之地。到有福之地, 也有仇敵的禍患.”  

 

Q2: (a)摩西如何向法老犮出要求? (b)出埃及的目的是什麼?(v.18)  

 

(a)摩西如何向法老犮出要求?  

神吩咐摩西: 你要和以色列的長老去見埃及王、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 神、遇見了我

們．現在求你容我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b)出埃及的目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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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祭祀耶和華他們的神. 

 

3:18“他們必聽你的話．你和以色列的長老要去見埃及王、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

遇見了我們．現在求你容我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為要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 

 

Q3: (a)神如何預告? (b)有何應許?(留意作者三次用“手”字來描寫) 

 

(a)神如何預告? 

 
神雖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直到神伸手在埃及中間施行奇事攻擊那地， 

他才容以色列人去。 神必叫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色列人去的時候、不至於空手而

去。  

 

3:18-21  “他們必聽你的話…3:19我知道雖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們去。我必伸手、

在埃及中間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擊那地．然後他才容你們去。 我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

恩、你們去的時候、就不至於空手而去.” 

 

(b)神有何應許? 

神必叫埃及人聽以色列人的話, 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 

 

3:18 “以色列的長老必聽你的話, 3:21-22神必叫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各婦女必向

他的鄰舍、並居住在他家裡的女人、要金器、銀器、和衣裳、好給他們的兒女穿戴．這樣他

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 

 

Q4: 摩西要承擔在上在下的壓力, 差遣他的神如何扶持他? 在你的事奉中有否類似的經歷? 

(1)他們必聽你的話(3:18),  

(2)我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3:21),  

(3)自由犮揮事奉中有否類似的經歷. 

 

 4:1-17 摩西的呈辭 

 

Q1: 摩西多少次推辭責任? 神為何仍然選擇他? 

摩西三次推辭責任. 

 

4:1 “摩西回答說、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必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 

 

4:10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阿、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從你對僕人說話以後、也是這

樣、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4:13 “摩西說、主阿、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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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仍然選擇他, 是神在他身上和對以色列民的最好旨意. 

 

Q2: （a）相對來說神賜給摩西多少次行神跡的能力(v.1-9)? (b)目的是什麼? (c)有否改變

摩西的心意?  

(a)三次神跡: 杖變蛇, 手生大麻瘋, 河水変血.  

(b)要使法老信他的話.  

(c)這還未能改變摩西的心意. 

 

 

Q3: 摩西有兩個顧慮: 除了能力之外還有什麼? 神如何回應他? 

摩西有兩個顧慮:能力與口才. 神差遣能言善道的亞倫作他的出口. 

 

 

Q4: 亞倫的口, 摩西的杖分別代表什麼? 

亞倫的口, 摩西的杖分別代表人的恩賜, 神的權柄. 

 

*Q5: 受培訓多年的摩西(徒 7:20-35) 為什麼在此時不敢接受差遣? 你認同他的感受麼? 

 

徒 7:20-35“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他被丟棄的時候、

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他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裡、見他們一個人受冤屈、就

護庇他、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

們．他們卻不明白。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是弟兄、

為甚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

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裡生了兩

個兒子。過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曠野、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見

了那異象、便覺希奇．正進前觀看的時候、有主的聲音說、『我是你列祖的 神、就是亞伯

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戰戰兢兢、不敢觀看。主對他說、『把你腳

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

悲歎的聲音、我也聽見了．我下來要救他們、你來、我要差你往埃及去。』這摩西、就是百

姓棄絕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的． 神卻借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使者的手、差派

他作首領、作救贖的。” 

 

III. 4:18-31 長子以色列 

 

 4:18-23 
 
Q1: 摩西行蹤: 出 3:1-4:17 在何處犮生, 4:18節開始摩西回到那裡去? 4:20, 24說摩西上

路, 此行代表摩西作了什麼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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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1-4:17在埃及犮生. 出 4:18摩西在曠野, 他回米甸去, 但是神要求他往埃及見埃及王. 

4:20摩西帶著妻兒上路, 並且㧱著神的杖, 代表他作了決定接受神差他去做的職事.   

 

Q2: 摩西以何籍口回埃及? 摩西岳父一家是否知道他的使命? 他們曉得他是希伯來人嗎?(參

2:19)  

提示: 根據 2:19岳父妻子一家似乎以為他是埃及人, 可能是因為當日希伯來人的處境和摩西

的背景逃難身分等, 他未與家人公認自己的出身. 

 

 

Q3: 4:20-21摩西回埃及帶了什麼? 耶和華有何吩咐? 

摩西回埃及帶了神的杖(代表神賜的權柄和職事). 

 

耶和華吩咐摩西回到埃及的時候要留意, 將神指示他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神要使

法老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4:20b-21 “摩西手裡拿著 神的杖。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回到埃及的時候要留意、將我指示

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或作任憑下同〕他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Q4: 神如何稱呼以色列民? 神與以色列的關係如何支援出埃及的目標與殺埃及長子的審判? 

神稱呼以色列民為神的長子, 法老不容以色列民去事奉衪, 所以神要殺他的長子. 

 
神對法老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事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 

 

4:22-23 “你要對法老說、耶和華這樣說、以色列是我的兒子、我的長子.我對你說過、容我

的兒子去好事奉我、你還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 

 

 

Q5: 你如何理解在 v.21首次出現而以後屢次出現的句子, “我要使他心剛硬”? 

提示: 神的主權和人的回應. 聖經說神使法老的心剛硬(4:21, 9:12; 10:20,27; 11:10; 

14:8), 這是神的預知和預定的根據. 特別是在羅馬書九章，保羅說神使法老的心剛硬, 其實

法老剛硬自己的心七次(7:13,22; 8:15,19,32; 9:7,35), 於是神說: 好吧!如果你選揀走這

條路，我就助你一臂之力， 神剛硬法老的心是因為衪預知法老刻意再三地剛硬他的心，神確

實會用這種方式來管教人，如果你堅持要走這條路，祂也讓此來顯明祂的審判，另一方面, 

人的拒絕顯明神對順服祂的人的憐憫。 

 

 4:24-26 
 

Q1: 耶和華要殺的是摩西還是摩西的兒子? 割禮與殺長子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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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耶和華要殺的是摩西的兒子, 割禮是立約的記號, 摩西的兒子生在米甸(2:22) 未受割

禮,  未受割禮的兒子不是約民, 與埃及人的兒子一樣, 西坡拉似乎對割禮亦有所認識, 所以

馬上替兒子施割. 神要殺他是殺埃及人長子的預兆. 

 

*Q2: 試從新舊約看割禮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Challenge: 參創 17:9-14, 5:2-6, 羅 2:25-29, 

加 5:2-6) 

舊約的割禮就是與神立約的記號(創 17:9-14), 這肉體上的記號, 來到了新約保羅說真割禮不

是在乎儀文, 是在心靈裡做的(羅 2:25-29), 在主耶穌基督裡肉體上的割禮全無功效, 惟有使

人生犮仁愛的信心, 才能有功效. (加 5:2-6) 

 

 4：27-31 

 

Q1: 神如何遵守祂諾言呼召亞倫作摩西助手(參 4:14-16)? 作為希伯來人的亞倫是否在以色列

民眾面前更有威望? 

神遵守祂諾言呼召亞倫作摩西助手，要他往曠野去迎接摩西，摩西亞倫就去招聚以色列的眾

長老。亞倫作為希伯來人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切話、述說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

些神跡。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拜。順服

他們。 

 

4:27-31 “耶和華對亞倫說、你往曠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 神的山遇見摩西和他親嘴。

摩西將耶和華打發他所說的言語、和囑咐他所行的神跡、都告訴了亞倫。摩西亞倫就去招聚

以色列的眾長老。亞倫將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一切話、述說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

神跡。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拜。” 

 

Q2: 留意以色列民首領在這段兩次傳遞複述耶和華的話(v.28,30), 這些複述耶和華的話有需

要嗎? 

重復提醒勸百姓相信.人需要被提醒督促. 

 

Q3: 作為領袖的亞倫和摩西是否成功地傳遞資訊? 

是成功, 4:31 “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

拜。”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 作整體性總結) 

 

分組禱告:  15 min為查經應用, 組員需要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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