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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二十一:  

第 33-34章 摩西蒙允,重申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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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4章. 

 

內容提要: 
 

A.出 33章 摩西在神面前蒙允 

 

33:3-5 硬著頸項的百姓 (32:9, 34:9) 

 

會幕: 前身 33:7, 摩西的帳棚在營外與神相會之處, 百姓不敢入會幕 

 

33: 12-27 程式: (摩西)我我們(以色列), 神同往不同往/只與摩西同去(v.14)你所求

的我也要行(v.17) 

 

33: 18-23 神向摩西顯榮耀(theophany): 宣告祂的名(YHWH, I Am Who I Am), 我要恩待誰

就恩待誰, 神的名=神的本性(Who He Is) 

 

摩西藏在“磐石”後面“看見”神, 神的榮耀人不能見, 只能透過神兒子的“磐石”顯明出

來. (約 1, 林前 10:1,4) 

 

 

B.出 34章 重申盟約 

 

34:1-9 立約的主降臨: 摩西的代求 

 

(1) 摩西上山帶著新石版塊(v.1-4) 

 

(2) 耶和華雲中降臨(v.5) 

 

(3) 宣告耶和華的名, 耶和華之名代表神的屬性之一.(v.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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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摩西為百姓求神赦免他們的罪, 以他們為神的產業(約民).(v.8-9) 

 

34:10-35 耶和華立約 

 

(1) 根據立約的程式, 有歷史的回顧, 規定等等.(v.10-13) 

 

(2) 重申盟約內容:  

(a)不可拜別神,  

(b)不可有神像,  

(c)逾越節無酵節頭生之例,  

(d)安息日,  

(e) 獻祭之例: 祭血與有酵餅不可獻, 逾越節獻牲不可以畄到早上, 獻上初熟, 不可

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v.14-28) 

 

(3) 摩西下山傳話, 面皮發光, 以帕子蒙脸(v.29-35, 林後 3:13-16) 

 

神學要義: 
 

A.出 33章 摩西在神面前蒙允 

 

1.聖潔的神不能容納犯罪不悔改的人, 會把他們滅絕. (33:3) 

 

2.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像朋友一樣, 說明神願與人建立關係的屬性.也就是建築會幕(會

面的地方)的原來意思(33:11). 

 

3.摩西蒙恩, 神彰顯榮耀(33:13,18,19). 

 

B.出 34章 重申盟約 

 

1.這裏不是另立新約, 只是重複已立的約和複製石板, 內容大致上與上文所記之約相同. 

 

2.重申盟約提出兩大重點: (1)重新立約乃是基於神赦免之恩.(2)強調以色列信仰要與異教異

神分別出來. 

 

3.神的榮耀罪人不能看見, 促使摩西光著臉見神, 蒙著臉見以色列民. 

 

 

經文討論: 

 

分組時間: 4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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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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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出 33章 

 

Q1: 為什麼耶和華雖不欲與子民一同上路, 卻仍派使者領路? 

 

因為子民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聖潔公義的耶和華雖不欲棄絕他們, 但會因他們的罪把他們消

滅, 但是基於祂的恩慈, 也只派使者領路. 

 

 

Q2: 在這個時候子民是否已經建造會幕? 33:7“會幕”指什麼? 會幕有什麼神學意義? 

 

在這個時候摩西與神會面的場所是會幕的前身. 會幕的存在說明我們的神是願意與人建立關

係的神, 祂與摩西說話如同朋友一樣. 

 

 

Q3: 摩西在會幕與神說話時有什麼異像? 意義是什麼? 百姓看見了有什麼反應? 

 

摩西在會幕與神說話時有雲柱立在會幕前, 證明神的臨在, 引致百姓的敬拜. 

 

 

Q4: 摩西如何為以色列代求? 如何從個人的屬靈經歷引申到團體的光景? 

 

(1) 摩西先肯定神在荊棘火中呼召他, 是打發他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這全是神的恩典(出 33) 

 

(2) 摩西認識到神恩待以色列民也是出於祂的恩典, 使以色列成為祭司的國度, 在萬民中作

見證(出 19). 

 

(3) 摩西指出他被召是為了領以色列民, 他與以色列民分不開, 神要恩待他個人也要恩待以

色列全民(34:14-16). 

 

 

Q5: 33:19 在什麼情況之下誰說“我要恩待誰, 就恩待誰, 要憐憫誰, 就憐憫誰”? 何解? 

 

摩西求看見神的榮耀, 因為他認識神只憑神的名, 而未見過神, 他希望看見神, 神回答說有

罪的人不能親眼見神而存活. 所以神對他的期望, 只能恩待他, 用手遮掩他, 然後神的榮耀

經過. 33:19 這句說話顯示神的主權, 神與人之間有不可超越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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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出 34章 

 

Q1: 34:1 與 34:27,28前後呼應, 有什麼共通點? 

 

神親自寫下這約在兩塊石板上, 像以前摔碎的石板一樣. 

 

 

Q2: 耶和華宣告祂的名(v.5), 祂的名代表祂有什麼性情(v.5-7)? 對當時的以色列民有什麼

意義? 

 

v.5-7神赦罪之恩對曾經犯罪叛逆的以色列民是一個提醒, 神不以有罪的為無罪的公義審判是

當頭棒喝. 

 

 

Q3: 重申盟約中有哪些於一神信仰有關連? 

 

v.11-17  不能與異教異民立約或通婚, v.24 趕出外邦人, v.26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

羊羔.不仿效異教風俗去拜偶像, 一定要排除外邦異神的風俗習慣, 不能與他們妥協. 

 

 

Q4: 摩西為何蒙面?, 何時幆去帕子? 保羅如何引申? (出 34:29-35),(林後 3:7-18) 

 

神的榮耀罪人不能看見, 促使摩西光著臉見神, 蒙著臉見以色列民. 

 

“…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但他們的心地剛

硬，直到今日誦讀舊約的時候，這帕子還沒有揭去。這帕子在基督裏已經廢去了。然而直到

今日，每逢誦讀摩西書的時候，帕子還在他們心上。但他們的心幾時歸向主，帕子就幾時除

去了…” (林後 3:13-16) 

 

保羅引用出 34指出當代以色列人心地剛硬, 對律法字句的誤解, 執著和偏見，以致對基督心

懷成見，不承認祂就是舊約所預表的彌賽亞，因此棄絕祂, 也犯同樣的錯. 其實這帕子在基

督裏已經廢去了. 所以他們對基督的心態──承認祂或棄絕祂──成了能否看見神啟示的關

鍵所在,承認祂時“帕子就除去了”意即可以立刻看清神的心意，不再被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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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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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禱告:  15 min為查經應用, 組員需要等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