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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十一(可以分兩次查): 15:22-18:27 

從曠野到西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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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默讀/速讀/輪流讀: 出埃及記 15:22-18:27 

 

內容提要: 

 
曠野路 12:37就開始, 根據 George W. Coat的研究, 行程的記載有一定的格式: 

(1)離開的地名, 從“…”, 前行. 

(2)到達的地名,  到了“…”.以色列人在曠野路上濾發怨言, 顯出本性. 

 

1. 瑪拉苦水(15:22-26): 第一次發怨言: 信心的試驗. 

2. 嗎哪與鵪鶉(16:1-36): 第二次發怨言: 聽命與依靠的考驗. 

3. 神命摩西以杖擊石出水(17:1-7) 

4. 戰敗亞瑪力人(17:8-16) 

5. 組織群眾(18:1-27) 

 

經文討論: 

 

分組時間: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別討論 1, 2或 3, 4,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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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瑪拉苦水(15:22-26): 第一次發怨言: 信心的試騐 

 

Q1: 這裡首次記載“發怨言”, 他們為什麼發怨言? 如此行徑是否合理? 神和摩西怎樣對付

他們? 

 

百姓善忘神恩, 三天前紅海分開的神跡在新難題前巳掉腦後, 其實苦水是神的試驗, 目的是

要教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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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嗎哪與鵪鶉(16:1-36): 第二次犮怨言: 聽命與依靠的考騐. 

 

Q2: (a)以色列人向誰發怨言(v.7-9)? (b)耶和華如何親身回應他們(v.10-12)? 

 

(a)以色列人向誰發怨言(v.7-9)? 

 

“我們”是指摩西亞倫等的領袖, 其實怨言的對像是指向神. 

 

(b)耶和華如何親身回應他們(v.11-12)?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我已經聽見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訴他們說、到黃昏的時候、你們要吃

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飽、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16:11-12) 

 
耶和華再次以神跡肯定祂的引導。 

 

 

Q3. (a)嗎哪是什麼? 聖經如何描寫? (16:13-15, 31-32) (b)收取嗎哪的條例是什麼? 

(16:4-5，11-26；民 11:6-9) (c)為什麼要定這些條例? 

 

(a)嗎哪是什麼? 聖經如何描寫? 

 
嗎哪是如白霜的小圓物。以色列人看見、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對問說、這是甚麼呢．摩西

對他們說、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喫的食物。這食物、以色列家叫嗎哪．樣子像芫荽子、顏色

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餅。(16:13-15, 31-32)  

 

“這嗎哪彷彿芫荽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圍行走、把嗎哪收起來、或用磨推、或用臼搗、煮

在鍋中、又作成餅、滋味好像新油。”(民 11:7-8) 

 

(b)收取嗎哪的條例是什麼? (16:4-5，11-26, 民 11:6-9)16:16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你們要按著各人的飯量、為帳棚裡的人按著人數收起來、各拿一

俄梅珥。以色列人就這樣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沒有餘、

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按著自己的飯量收取。摩西對他們說、所收的、不許甚麼人留到早晨。 

然而他們不聽摩西的話、內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蟲變臭了．摩西便向他們發怒. 他們每日

早晨、按著各人的飯量收取、日頭一發熱、就消化了。到第六天、他們收了雙倍的食物、每

人兩俄梅珥．會眾的官長來告訴摩西。摩西對他們說、耶和華這樣說、明天是聖安息日、是

向耶和華守的聖安息日、你們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們就

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裡頭也沒有蟲子。摩西說、你們今天吃這個吧、因為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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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你們在田野必找不著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

天必沒有了。”(16:16-26) 

 

“。。夜間露水降在營中，嗎哪也隨著降下。。”(參民 11:6-9).  

 

(c)為什麼要定這些條例? 

 

每天依靠神的供應, 是信心生活的必需條件. 

 

 

Q4: 鵪鶉和嗎哪在聖經的記載給我們什麼靈程上的提醒? 

 

(1)神供應每日所需, 我們可以信靠祂: (16:16-22) 

(2)安息日是神預定敬拜祂的日子, 神有安排和供應 (16:23-31) 

(3)神以嗎哪為記號, 要我們世世代代不忘他拯救與引領的恩典. (16:32-34) 

 

 

3. 神命摩西以杖擊石出水(17:1-7) 

 

Q5: 畄意 v.2摩西界定以色列人爭鬧的性質是什麼? 

 

 “試探神”. 神引領他們走曠野路遇到困難是要“試煉”他們, 但是他們反過來卻“試探”

神. 

 

 

Q6: 分辨這章記載與民 20:1-13有何異同? 

 

民 20:1-13是一次類似的事件. 

 

同:  

(a) 兩次的水都命名為米利巴(爭鬧之意).  

(b) 兩次中摩西都以杖擊打槃石取水. 

 

異:  

(a) 民 20:1-13神叫摩西吩咐槃石取水.  

(b) 與出 17:1-7相距 40年.  

(c) 在兩處不同地方犮生. 

(d)  神責備摩西亞倫不信不尊神為聖, 不能入迦南應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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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戰敗亞瑪力人 (17:8-16) 

 

Q7: (a)辨明這段經文提及的四個領袖分別在這場戰事上所扮演的角色. (b)為什麼要用四人

之多? 

 

(a)這段經文提及的四個領袖分別在這場戰事上所扮演的角色: 

 

摩西, 亞倫, 戶珥(迦勒之子, 出 24:14), 約書亞(首次登場, 摩西的年輕助手: 民 13:18, 

出 24:13). 亞倫, 戶珥協助摩西禱告守望， 約書亞與亞瑪力人爭戰。 

 

(b)為什麼要用四人之多? 

 

團隊精神!  

 

 

Q8: 亞瑪力人是誰?(創 36:12, Amalekites) 為什麼他們與以色列人爭戰? 

 

亞瑪力人是以掃後裔的遊牧民族, 利非訂是河城, 附近綠洲是遊牧民族必爭之地. 

 

17:16回應創 15:16. 

 

 

Q9: 摩西舉手與戰事有何關係? 此舉有什麼代表性意義? 

 

摩西舉手決定勝負情形, 舉手代表禱告, 表示以色列人全面倚靠神勇直前, 並且以拿刀舉杖

的團隊精神同心合作, 最終勝利出於耶和華. 

 

 

Q10:  戰後有什麼紀念行動? *你是否也有類似的舉動或可效法之處? 

 

神吩咐㝍下留傳後代, 築壇代表敬拜, 立名 “耶和華尼西”(耶和華我的旌旗: 可能是對耶

和華的稱呼或壇之名). 有高舉得勝旗號, 表明以色列人不忘記神幫助他們得勝仇敵. 

 

 

5.  組織群眾(18:1-27) 

 

v. 1-8 摩西與家人團聚 

 

Q1: (a)摩西何時離開家人? (b)為什麼離開家人?(4:18) (c)他兩個兒子的名字分別代表神在

那段日子如何帶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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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摩西何時離開家人? (b)為什麼離開家人?(4:18) 

 

摩西在米甸四十年後，被神呼召放下家人，在曠野四十年, 負責帶領以色列人的大工. (4:18)  

 

(c)他兩個兒子的名字分別代表神在那段日子如何帶領他?  

 

兩個兒子、一個名叫革舜、因為摩西說、“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一個名叫以利以謝、因為

他說、我父親的 神幫助了我、救我脫離法老的刀。”18：3-4 

 

 

v. 8-12 摩西岳父 

 

Q2: (a)摩西岳父是誰? (b)在那段日子他如何代替摩西負起家庭責任? (c)他如何看耶和華? 

 

(a)摩西岳父是誰? 

 

摩西岳父是米甸祭司葉忒羅,  

 

(b)在那段日子他如何代替摩西負起家庭責任? 

 

他體恤摩西蒙召的託付, 代替摩西負起家庭責照料家人, 直到以色列人在曠野安頓下來.  

 

(c)他如何看耶和華? 

 

他如何看耶和華可見 18:8-12, 葉忒羅對耶和華有好感: (1)他願意知道神的作為,(2) 他稱頌

耶和華, (3) 他識為耶和華比萬神大. (4) 並獻祭敬拜祂. 

 

 

v. 13-18 葉忒羅建議 

 

Q3:(a)摩西在首站上遇到什麼困難? (b)葉忒羅有什麼建議? 

 

(a)摩西在首站上遇到什麼困難? 

 
摩西從早到晚審判百姓，“摩西和百姓必都疲憊、因為這事太重、摩西獨自一人辦理不了。”

18:13，18。  

 

(b)葉忒羅有什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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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23 “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 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

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

到你這裡、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你若這樣行、 

神也這樣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歸回他們的住處。”  

參考下列經文： 

18:13 第二天摩西坐著審判百姓、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18:14 摩西的岳父看見他向百姓所作的一切事、就說、你向百姓作的是甚麼事呢、你為甚麼

獨自坐著、眾百姓從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18:15 摩西對岳父說、這是因百姓到我這裡來求問 神。  

18:16 他們有事的時候、就到我這裡來、我便在兩造之間施行審判．我又叫他們知道 神的

律例、和法度。  

18:17 摩西的岳父說、你這作的不好。  

18:18 你和這些百姓必都疲憊、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 

18:19 現在你要聽我的話、我為你出個主意、願 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 神面前、將

案件奏告 神．  

18:20 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的道、當作的事。  

18:21 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 神、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

作千夫長、百夫長、五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  

18:22 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這裡、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

省些、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  

18:23 你若這樣行、 神也這樣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歸回他們的住

處。  

18:24 於是摩西聽從他岳父的話、按著他所說的去行。 

 

 

Q4: 分析摩西和葉忒羅在處理事務上有什麼可效法的態度? 

 

摩西: 

 

(1)用功 

(2)關照子民 

(3)願意聽取別人勸告 

(4)願意試新方法 

(5)願意分工合作 

 

葉忒羅: 

 

(1)先觀察後建議 

(2)講理不強硬施壓 

(3)有先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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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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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