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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     Rev. Liu 

第十二課 

四。叛逆與更新 (32:1-34:35) 

(一) 金牛犢 (32:1-6)

1。背景 

人民見摩西遲遲不下山，就聚集到亞倫那裡去，對他說： 

「起來，為我們做神像可以走在我們前頭領路，因為那摩西，就是把我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個

人，我們不知道他遭遇了甚麼事。」 (32:1) 

2。原因 

 百姓的背逆是要求作神像引路

o 「以色列啊，這就是你們的神，就是把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位。」 32:4

o 以取代耶和華神﹐而並不只是取代摩西

這樣，他們用吃草的牛的像，代替了他們的榮耀的 神。(詩 106:20)

他們更為自己鑄造了一頭牛犢的雕像，說：『這就是把你們從埃及領上來

的神！』(尼 9:18)

 牛犢的鑄造，是受到古埃及拜假神的影響﹐如同迦南人拜巴力神。

 亞倫的宣告：「明日是耶和華的節日。」﹐表明了他不像百姓的一意的背逆耶和

華神。

(二) 摩西的憤怒和神的懲治(32:7-35)

1。毀約： (32:7,8) 

 神因为百姓毁约﹐对摩西改口称「你的人民」。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下山去吧，因為你的人民，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

敗壞了。 

他們很快就偏離了我吩咐他們的道路，為自己鑄造了一個牛像，向它跪拜，向它獻

祭，說：『以色列啊，這就是你的神，就是把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那位。』」 

 毀約：敗壞、偏離、鑄、跪拜、說。

2。懲治 

《1》懲治的預告(32:9-10)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人民，真是硬著頸項的人民。 現在，你且由得我，讓

我向他們發烈怒，把他們消滅；我要使你成為大國。」 (3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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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神稱之「這人民」：以色列人因為自己的背逆﹐面臨被滅絕 

o 預告：發烈怒﹐消滅﹐使他們喪失大福分(單獨給摩西成大國的福分) 

o 「你且由得我」-神在烈怒中﹐保留著禱告的門。Now therefore let me alone 

(kjv)，Now leave me alone (niv) 

《2》摩西代替神的懲治 (32:15-29) 

 摩西發烈怒  

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

了 (32:19) 

 把金牛犢粉碎  

又把他們所做的那牛犢拿過來，用火焚燒，磨到粉碎，撒在水面上，讓以色列

人喝。(32:20) 

《3》亞倫未受懲治 

 摩西代求 

o 為以色列民代求 

為了你們所犯的一切罪，作了耶和華看為惡的事，惹他發怒，我就像先

前那樣，俯伏在耶和華面前，四十晝夜，不吃不喝。 19 因為耶和華向

你們大發烈怒，要消滅你們，我就很懼怕；但是那一次耶和華也聽了我

的懇求。 (申 9:18-19) 

o 也為亞倫代求 

耶和華也向亞倫發怒，要消滅他；那時候我也為亞倫祈禱。  (申 9:20) 

 亞倫的悔改 

o 摩西對所有以色列人說： 

「凡是屬耶和華的，都可以到我這裡來。」 (32:26) 

o 顯然亞倫認罪悔改，也在所有利未人當中 

所有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那裡聚集 (32:26) 

《4》利未人執行懲罰：屬耶和華神的，執行神所吩咐的懲罰﹐潔淨﹐歸耶和華為聖

 (32:28-30) 

...利未的子孫照著摩西的話作了；那一天，人民中被殺的約有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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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說：「今天你們要奉獻自己歸耶和華為聖，因為各人犧牲了自己的兒子

和兄弟，好使耶和華今天賜福給你們。」 

第二天，摩西對人民說：「你們犯了大罪，現在我要上耶和華那裡去，或者

我可以為你們贖罪。」(perhaps I can make atonement for your sin. NIV) 

 

(三)摩西的代求，和神的回答(32:11-14﹐32:30-35﹐33:2-3﹐33:14-15) 

1。在見到百姓叛逆之前的代求 (32:11-14) 

【為神而設想的代求】 

(1) 神對百姓的心聲：頌讚神的大能，將他們從埃及帶出  

耶和華啊，你為甚麼向你的人民發烈怒呢？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從埃

及地領出來的。  (32:11) 

(2) 神在外邦人中的榮耀：求神轉意﹐不要因降禍而使埃及人議論 

為甚麼讓埃及人議論，說：『把他們領出來是出於惡意的，要在山上殺死他

們，在地上消滅他們』呢？求你回心轉意，不發烈怒；求你改變初衷，不降禍

給你的人民 。  (32:12) 

(3) 神對列祖的應許：求神繼續曾對列祖起誓的約  

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你曾經指著自己向他們起誓，說：

『我必使你的後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一樣；我必把我應許的這全地賜給你的

後裔，他們必永遠承受這地作產業。』  (32:13) 

 

2。在見到百姓叛逆之後的代求 

【為百姓而設想的代求】 

 為百姓認罪  

於是，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唉1，這人民犯了大罪，為自己做了金神像。

(32:31) 

金神像 – 取代耶和華神 

* 我們是否也以自認最好的，取代了全能的神？飾物？禱告坐的椅子或房間？ 

                                                      

1 * 唉[ָאָנה,'anna']啊！我懇求你（感嘆） oh now!:—I (me) beseech (pray) the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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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犧牲自己為贖罪  

現在，如果你肯赦免他們的罪，那就好了；如果不肯，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把我塗

抹吧。」(32:32) 

 神就暫且的寬容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了我，我就要從我的冊上把誰塗抹。 現在你去吧，領

這人民到我吩咐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在我追討的日

子，我必追討他們的罪。」 耶和華擊殺人民是因為他們敬拜亞倫做的牛犢。 

(32:33-35) 
 

【為約的關係代求】 

 因為約定關係，求神與他們同去 

現在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可以在你眼

前蒙恩；也求你想到這民族是你的人民。」 14 耶和華說：「我必親自與你同去，

也必給你安息。」 (33:13-14) 

 求神的同在，使他們與萬民有別 

人在甚麼事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人民在你眼前蒙恩呢？不是因為你與我們同去，使

我和你的人民可以和地上所有的人有分別嗎？」 17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所說的

這件事我也要作，因為你在我眼前蒙恩，並且我按著你的名字認識了你。」 

 (32:16-17) 

o 「名」：在希伯來文化，名字代表一個人的本質，特徵和人格。   

o 「認識」：「知道」，「藉由經驗中體認」 

 

3。神的轉變和應允 

1. 神的心意被扭轉 

i. 「使者... 在你前面...」 (32:34,33:2) 

ii. 「 我不與你們一同上去 」 (33:3,33:15) 

iii. 轉變為「 我必親自與你同去，也必給你安息。 」 (33:14) 

2. 神對代求者的特別恩待。 

i. 應允所求(33:17)：神要親自同去，帶他們進入迦南得安息 

你在我眼前蒙恩  (33:17) 



OC
M

 出埃及記 

                                                                  [5]                                                                                 Rev. Liu 
 

得了安身的地方 (申3;20)， 使你們太平 (申 12:10) 

 

我必親自與你同去 - 我的臉(親自), [ָּפ ִנ  paniym]，神與我們同在 ,םי

* 我身邊的人是否看得出，神與我同在？ 

 

4。摩西要求見神的榮耀 (33:18-23) 

• 摩西要求神顯示榮耀﹐是相當於求見神的顏面。 

摩西說：求你給我看看你的榮耀。  (33:18) 

• 彰顯的榮耀﹐是祂自己的臨在 Theophany，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 不是顯出什麼樣子﹐而是顯出是什麼樣子的神：神的無限性﹐神的主權﹐和神

恩慈憐憫的屬性 

耶和華說：「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都在你面前經過，並且『要』把我的

『名字耶和華』在你面前宣告出來； 

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33:19) 

 

o 神的主權：顯現了他的榮耀，是神的同在。 

他又說：「你不能看我的臉，因為沒有人看見了我還能活著。」

 (33:20) 

o 神的恩慈憐憫：只讓摩西看到神過去後的背後，隱藏了前面 

耶和華說：「看哪，我這裡有個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榮耀經

過的時候，我要把你放在磐石隙中，我要用我的手掌遮蓋你，直到我

過去了。然後，我要收回我的手掌，你就會看見我的背後，卻不能看

見我的臉。」 (33:21-23) 

• 神的同在與隱藏，是我們經歷神的奇妙。 

 

(四)離開西乃的命令(33: 1-1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和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人民要離開這裡...你們要上那流奶與蜜

的地方去...摩西一向把會幕支搭在營外，離營遠些...摩西進會幕的時候，就有雲柱降

下來，停在會幕門口上面；耶和華就與摩西談話...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 

 神在摩西尚未祈求之前的這時﹐本來不與他們進迦南地﹐只讓神的使者帶領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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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這本來是神的處罰﹐將原來所應許的同在﹐神與百姓的約﹐神所指示的

會幕﹐約櫃等等都沒有了。 

 神與摩西說話的會幕﹐與出 25-31 所設立的會幕不同。這會幕是在營外﹐而不

是在營的正當中(民 2:17) ﹐這營由約書亞一人看守﹐而不是由一群利未人看

守 。 

會幕和利未人的營要在眾營中間前行；他們怎樣安營，就怎樣出發前行；各按

本位，各歸本旗。(數 2:17)  

 雲柱只在神對摩西說話時才降到會幕上﹐而且未提及約櫃在其中。 

  

(五)約的更新(34: 10-28) 

1 。立約的石版( 34: 1-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鑿出兩塊石版，好像先前的一樣，我要把先前寫在你摔碎了

的石版上的字寫在這兩塊石版上...摩西就鑿了兩塊石版...上到西奈山去，手裡拿著兩

塊石版。 

 神這次要摩西準備石版﹐神要寫在這版上﹐表示了神完全的寬恕。 

2 。立約的神( 34: 5-9) 

耶和華在雲彩中降下來，與摩西一同站在那裡，並且宣告耶和華的名字。 6 耶和華在

摩西面前經過，並且宣告說： 

「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

實， 7 為千千萬萬人留下慈愛，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 

一定要清除罪，追討罪孽自父及子至孫，直到三四代。」 8  

摩西急忙俯首在地敬拜2， 9 說：「主啊，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求我主與我們同

行，因為這是硬著頸項的人民。又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孽和我們的罪惡，把我們當作你

的產業。」 

《1 》神的名(34:5-6)  神兩次的宣告祂的名字﹐是再一次告訴摩西祂不變的無限性。 

《2 》神的性情(34:6-7)  參考數 14:18 ﹐尼 9:17 ﹐詩 86:15 ﹐ 103:8 ﹐ 145:8 等。 

《3 》神的聖潔(34:8-9) 在神的宣告後﹐摩西作了他唯一可作的伏地下拜﹐祈求以色列

所不配得到的。 

                                                      

2 敬拜 worship[ ש חָׁ  shachah] to bow down, to prostrate 俯首，俯，拜倒 , 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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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的產業(34:9)  摩西祈求以色列再度成為神的百姓。 

3 。立約的百姓( 34: 10-17) 

《1 》經歷奇妙的事(34:10) 

耶和華說：「看哪，我要立約，我要在你全體的人民面前作奇妙的事，是在

全地萬國中沒有行過的。在你四周的萬民都必看見耶和華的作為，因為我向

你所行的是可畏懼的事。 

《2 》謹慎拒絕異教(34:11-14) 

我今天吩咐你的，你務要遵守。 

看哪，我要把亞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從

你面前趕逐出去。 12  

你要小心，不可與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約，恐怕這事在你中間成為陷阱。 

13 他們的祭壇你們卻要拆毀，他們的柱像你們要打碎，他們的亞舍拉3你們

要砍下。 14  

你不可敬拜別的神，因為耶和華是忌邪的 神，他名為忌邪者。 

《3 》謹防異民習俗(34:15-17) 

恐怕你與那地的居民立約，他們隨從自己的神行邪淫，給自己的神獻祭的時

候，有人叫你，你就吃他的祭物； 16 又恐怕你給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為

妻，他們的女兒隨從自己的神行邪淫的時候，使你的兒子也隨從她們的神行

邪淫。 17 你不可為自己鑄造神像。 

4 。立約條文摘要( 34: 18-26) 

《1 》守除酵節(34:18) 

你要守除酵節，要照著我吩咐你的，在亞筆月內所定的時期吃無酵餅七天，

因為你是在亞筆月從埃及出來的。 

《2 》贖首生的(34:19-20) 

凡是頭胎的都是我的；你的牲畜中，無論是牛或羊，凡是公的和頭生的，都

是我的。 20 頭生的驢，你要用羊代贖，如果不代贖，就要打斷牠的頸項。

你所有頭胎的兒子，你都要代贖出來。沒有人可以空手見我。 

《3 》守安息日／節(34:21-24) 

                                                      

3 * 亞舍拉 [יָרה  。asherah] 迦南人的女神，神樹、神木。司財富、幸福；被認為是巴力的配偶' ,ֲא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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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六日要工作，但第七天你要休息，在耕種和收割的時候，也要休息。 22 

在收割初熟麥子的時候，你要守七七節；在年底，你要過收藏節。 23 你所

有的男子，都要一年三次去見主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24 我要把列國從你

面前趕出去，擴張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面見耶和華你的 神的時候，

必沒有人貪圖你的地。 

《4 》獻祭簡例(34:25-26) 

「你不可把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餅一同獻上，逾越節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

晨。 26 你要把你地裡最早生產的初熟之物送到耶和華你的 神的殿裡。不

可用羊羔母的奶去煮羊羔。」 

5 。立約的依據 ( 34: 27-28)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把這些話寫上，因為我是按著這些話與你和以色列

人立約的。」  

摩西在那裡與耶和華在一起共四十晝夜，不吃飯，也不喝水。他把這約的話

寫在兩塊版上，這就是十誡。 

 摩西受命將耶和華神所指示的生活必須的律例和原則寫下﹐ 

 他 把十誡寫在兩塊石版上。 

耶和華把先前所寫的，就是在集會的日子，在山上從火中告訴你們的

十誡，都寫在這兩塊版上；耶和華把石版交給了我。 (申 10: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鑿出兩塊石版，好像先前的一樣，我要把先

前寫在你摔碎了的石版上的字寫在這兩塊石版上。 (34:1) 

(六)摩西面上的榮光(34: 29-35) 

《1 》耶和華和他說話(34:29,32,34,35) 

《2 》面皮發光(34:29,30,35) 

摩西從西奈山下來的時候，手裡拿著兩塊法版；摩西從山上下來的時候，不

知道自己的臉皮因為與耶和華談過話而發光。 亞倫和全體以色列人看見了

摩西，見他臉上發光，就害怕接近他...以色列人看見摩西的臉，見他的臉皮

發光。摩西再用帕子蒙上自己的臉，直到他進去和耶和華說話為止。 

 在神的榮耀中得到了神所給的約﹐摩西的臉就發出神奇的光﹐ 

 百姓也因此不敢對摩西所傳遞神的信息有任何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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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v. L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