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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摩西告別岳父、離開米甸往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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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

 摩西可能沒有把去埃及的詳細原因告訴葉忒羅，他的岳父就讓他去，也許岳父的

心裡知道摩西去的原因是從耶和華來的。

奇事 

 這個字通常用在神大能的展示(do all those wonders)，用以吸引人注意並尋求解

釋。

 在這裡是指將發生的十災，在舊約里多是指不好的事，也是日後在其他卷書形容

在埃及發生的奇事。

埃及啊，他施行神蹟奇事… (詩 135:9) 

… 萬軍之耶和華來的，在以色列中作為預兆和奇蹟。 (賽 8:18) 

在埃及地顯神蹟奇事... 用神蹟奇事和大能的手... (耶 32:20-21) 

剛硬 4:21 

參考不同的用字:

頑強固執[ָהָשק， qashah]，使之頑強，使之固執；表現出頑固的一面 

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蹟奇事。 (7:3) 

頑固  [ָחַזק， chazaq ]，頑固、剛硬、死板。 

法老心裡剛硬，不肯聽從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7:13) 

固執 [ֵבד  kabed]，沉重， 遲鈍 (心遲鈍) ，כָּ

耶和華對摩西說：法老心裡固執，不肯容百姓去。 (7:14)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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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בד ֵבד] kabed]口笨 ，כָּ  kabed]舌的。」  (4:10) ，כָּ

「神使法老的心剛硬」? 

 是否說縱使法老希望採用其他方式，卻沒有選擇的餘地?

 這樣，既然法老是做了身不由己的事，又怎樣要求他受懲罰呢?

 神的工作雖必然要完成，人有「自由接納或拒」絕神在其身上的旨意，人對於

自己的行為必須要「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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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是出自神，有他的旨意: 

因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並要

使我的名傳遍天下。 如此看來，神要憐悯誰就憐悯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

硬。  (羅 9:17-

18)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擊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從地上除滅了。其實，我叫

你存立，是特要向你顯我的大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你還向我的百姓

自高，不容他們去嗎？ (出 9:15-17) 

 

 

 

「事奉」：[ָדָבע ， abad]，工作、服事 to work， serve (4:23) 

 與第 1 章以色列被迫服侍埃及人作工，是同一個字。這裏表達以色列要離

去，是要事奉耶和華神，是非常諷刺的寫法。  

埃及人嚴嚴地使以色列人做工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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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3) 

 在 3:18 首次提出以色列要離開埃及的原因，用的是「祭祀」(屠宰、獻祭)，

在 4:23 則改用了「事奉」這個字。  

為要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 (3:18)  

我對你說過:容我的兒子去，好事奉我。  (4:23) 

 

血郎，是因為割禮的緣故 (4:24-26) 

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華遇見了摩西，就想要殺他。 25 西坡拉就拿了一把石刀，把她兒子的包皮割下

來，把它丟到摩西的腳上，說:"你真是我的血郎了! " 26 這樣，耶和華才放了他。 那時西坡拉說:「你是血

郎，是因為割禮的緣故。 "(4:24-26 新譯本) 

思考 

 眼見人頑强固執，不順服神。我的感受是什麽？ 

 我固執拒絕過神的旨意嗎？我用什麽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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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華遇見他，想要殺他。 25 西坡拉就拿一塊火石，割下他兒子的陽皮，丟在

摩西腳前，說:「你真是我的血郎了。 」 26 這樣，耶和華才放了他。 西坡拉說:「你因割禮就是血郎

了。 」(4:24-26 和合本) 

 神與亞伯蘭立約時，「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後裔都要謹守我的

約。 我與你和你的後裔所立的這約，是你們應當謹守的，就是你們所有的男子，都

要受割禮...不受割禮的男子...那人必從民中剪除，因為他違背了我的約。 」 (創 17:9-

14)  

 割禮照猶太規矩，是男嬰在出生第八天，接受割禮。 

 摩西是三個月大才被放入水中，所以摩西接受過割禮，但摩西的孩子在米甸中出

生，按阿拉伯風俗在婚禮前接受岳父行割禮。 

 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帶以色列人出埃及，卻未為兒子行割禮。 

 發動攻擊的是神，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出手化解危機，割下兒子的陽皮丟在摩西腳

前。  

 西波拉為他們的兒子行割禮完成了婚禮。 然後按著阿拉伯風俗稱摩西為血郎，是稱

摩西為新郎，從溫他們自己的婚情。1 

 

「守節」 

摩西與亞倫對法老的講求，表明出他們對耶和華對敬畏，相反的，法老卻完全不認得耶

和華，對以色列讓更加壓迫。 

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守節。 』」 法老

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5:1-2) 

 守節：守朝聖節期、朝聖。守節、慶祝。hold a feast2 

「耶和華是誰」:是輕蔑、藐視的語氣 

 我不「認識」耶和華:5 到 11 章的鑰字，這一段神就是要讓法老與埃及人「認識」

祂。  

 當時法老王是埃及人的神一樣，不能容另一位神要他放人。 

 對法老王，失去這些奴隸勞工，對埃及是一種經濟危機。 

 

                                                      
1 可能摩西在出生時未行割禮，可能為了逃躲殺嬰的災禍，而未行割禮。 即使在埃及人當中行過，也許不是合格的禮。 因此，神不

允許摩西到埃及去。 西坡拉在她的兒子身上行了割禮，及包含的其它行動，讓摩西不至於死，或帶愈傷進埃及，西坡拉所說的，就

表明完成了古舊的婚禮儀式。 
2 a large meal, typically one in celebration of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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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抗議 (5:15-6:1)  

法老重壓百姓(5:15-5:21)  

以色列人被加倍的逼迫，以色列的官長對摩西的抗議，加上法老的不盡情理。 

以色列人的官長就來哀求法老說：「為甚麼這樣待你的僕人？ 16 督工的不把草給僕人，並且對我們說：

『做磚吧！』看哪，你僕人挨了打，其實是你百姓的錯。」 17 但法老說：「你們是懶惰的！你們是懶惰

的！所以說：『容我們去祭祀耶和華。』 18 現在你們去做工吧！草是不給你們的，磚卻要如數交納。」 

19 以色列人的官長聽說「你們每天做磚的工作一點不可減少」，就知道是遭遇禍患了。 20 他們離了法老

出來，正遇見摩西、亞倫站在對面， 21 就向他們說：「願耶和華鑒察你們，施行判斷；因你們使我們在

法老和他臣僕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遞在他們手中殺我們。」 

摩西的困惑(5:22-23)  

「你一點也沒有」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主啊，你為甚麼苦待這百姓呢？為甚麼打發我去呢？」 23 自從我去見法

老，奉你的名說話，他就苦待這百姓，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 

神應許拯救(6:1)  

「現在你必看見」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們趕出他

的地。」 

 

神對摩西禱告的回應: 6:1-8 

 他要開始行動，刑罰埃及人，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們趕出他

的地。 」 

 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 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

未曾知道。 

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

也記念我的約。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

擔，不做他們的苦工。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 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

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

地賜給你們為業。 我是耶和華。 』」(6:1-8) 

「我是耶和華」: 

 在此段經文出現了四次，是神重申祂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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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的神：全能者，]ֵאל[]ַשַדי[  El Shaddai, Almighty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 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

道。 (6:3) 

• 此處神啟示自己的名字耶和華 YHWH （ ְיֹהָוה   ），並且表明自己就是列祖的神，會持

守聖約的應許。 

• 全能的神是族長對神的稱呼：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對他說：「我是全能的 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 (創 17:1) 

願全能的 神賜福給你，使你生養眾多，成為多族 (創 28:3) 

我是全能的 神…有一族和多國的民從你而生，又有君王從你而出。 (創 35:11) 

但願全能的 神使你們在那人面前蒙憐憫，釋放你們的那弟兄和便雅憫回來 (創 43:14) 

雅各對約瑟說：「全能的 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顯現，賜福與我 (創 48:3) 

 全能的神，含有能力，力量，大軍，及山寨的意思。  

 神在這裡用這名字，是要提醒當初與列祖的約，這約同樣要應驗在埃及的以色列

人身上。  

 

 

 

神的揭示(6:2-9)  

 族長的神： 

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 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

道。 我與他們堅定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 (6:3-4)  

 守約的神： 

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也記念我的約。 (6:5)  

 救贖的神：  

思考 

 我聽過神在別人的經歷中，顯出祂的大能嗎？ 

 我相信神的全能，會應驗在我的身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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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

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做他們的苦工。 (6:6) 

 百姓的神：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6:7)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 」   (6:7) 

 當他們還是奴隸時，神就這樣宣佈了，這就是神的揀選。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瞭。 現在我

們既靠著他的血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 神的忿怒。  (羅 5:8-9) 

 神在人無望時，肯定的告訴人：祂是我們的神和依靠。 

「我起誓」 

我舉手起誓要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必領你們進去；我也必把那地賜給你們作

產業；我是耶和華。 （6:8） 

 直譯「我舉起手」，意思是起誓，表示「基於祝福的誓約」。 

 

「拙口笨舌」 

 「拙口笨舌3」:原文是「未受割禮的嘴唇」，是「口吃」的意思。 

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以色列人尚且不聽我的話，法老怎肯聽我這拙口笨舌的人

呢? 」 (who am of uncircumcised lips?)  (6:12) 

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I am of uncircumcised lips)，法老怎肯

聽我呢? 」  (6:30) 

 摩西一再找理由逃避責任，神沒有妥協。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 神，你的哥哥亞倫是替你說話的。 凡我所

吩咐你的，你都要說。 (7:1-2) 。 

 

                                                      
3 *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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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ע ע]kabed]口笨 ，ָדבָּ [kabed ，ָדבָּ

舌的。」 (4:10) 

 固執 [ע  kabed]，沉重， 遲鈍 (心遲鈍) ，ָד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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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笨口拙舌之外，我用過什麽藉口拒絕神？ 

 我的生命中，神吩咐過我什麽都要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