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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23):  从玛拉到以琳 (15:22-16:12)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以色列人過紅海，是一個很重大的一個里程碑。 過了紅海之後到西乃山之間, 以色列人走過兩個曠野 

(wilderness): 按先後次序是那兩個曠野? 

 根據 附件 1 (地圖 019ex2 ) , 第一個是在 北的書珥曠野, 第二個是在南的汛的曠野 

 
2. 過了紅海之後到西乃山, 以色列人走過兩個曠野, 在第一個曠野, 他們經過兩個地方, 按先後次序是那兩個地

方? 第一個地方被取名為那個名字的原因是什麼? 第二個地方的天然環境有何特徵? 

 根據 附件 1 (地圖 019ex2 ) , 第一個是在 北的瑪拉,  第二個地方是在南的以琳 

 因為第一個地方的水很苦，所以名叫瑪拉。 

 第二個地方以琳有 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樹。 

 

3. 按照以下對曠野的定義, 你去過任何曠野嗎? 你去過任何沙漠嗎? 你去過加州的死谷沙漠 Death Valley 嗎? 

你去過新疆的戈壁大沙漠嗎? 你去過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嗎? 

 曠野 = 一望無際, 廣大空曠, 無人居住的原野, 廢墟   

 Wilderness = a wild and uncultivated region, as of forest or desert, uninhabited or 

inhabited only by wild animals; a tract of wasteland.  
 

4. 人在曠野和沙漠中走路時, 最想看見什麼? 

 水泉, 綠州。 

 
5. 以色列人在書珥曠野中走了多久沒有找到水? 

 三天。 

 
6. 神如何解決瑪拉水苦的問題? 

 耶和華指示 摩西一棵樹，摩西把樹丟在水裡，水就變甜了 

 Note: 神沒有賜給他們新的甜水, 而是把原來的苦水變甜了 

 約 16:33b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
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生活應用:  

 你覺得 ___ 年以前你的生活比較苦? 

 你有沒有覺得你現在的生活比較甜? 何時你的生活苦盡甘來? 

 

7. 神有沒有主動解決瑪拉水苦的問題? 

 沒有, not until 摩西呼求耶和華 

 

8. 瑪拉水苦的問題解決之後, 摩西在那裡又做了什麼事? 摩西在那裡告訴以色列人,怎麼樣的一位神? 

 定了律例、典章 

 神是醫治人的神 

 

9. 你有否經驗過神的醫治? 神醫治的大能? 

 

10. 15:26b 我就不將所加與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 這裡所說的是那些疾病? 

 十災中一切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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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幾個月來到了汛的曠野? 

 一個月   (比較 12 章 和 16:1) 

 

12. 以色列全會眾在汛的曠野向摩西、亞倫發怨言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肚子餓. 

 

13. 以色列全會眾在汛的曠野向摩西、亞倫所發的怨言, 為什麼之前沒有同樣原因發過怨言? 

 因為之前一個月的時間, 以色列還在吃從埃及所帶出來的食物. 

 

14. 對於這次的發怨言, 神如何解決? 

 當天晚上賜給他們鵪鶉(只有一次), 第二天開始每天早晨賜給他們嗎哪 

 

15. 在這段經文中,15:22 – 16:12, “怨言”出現過多少次? 

 八次 

 

16. 這段經文中的“發怨言”是什麼意思? 

 Constant murmurings 不停地低聲的怨言, bickering 不停地爭吵 爭鬧, grumbling 不停地喃喃訴苦

不止 

 哥林多前書 10:10 你們也不要 __ __ __，像他們有 __ __ __ 的，就被滅命的所滅。 

 腓立比書 2:14 

凡所行的，都不要 __ __ __ 、 __ __ __， 

English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Amplifier Bible: 

Do all things without constant murmurings 低聲的怨言, bickering 爭吵 爭鬧,  

grumbling 喃喃訴苦不止, fault-finding, and complaining [against God] and without  

questioning, doubting, second-guessing, arguing, and disputing [among yourselves]. 

 彼得前書 4:8-10 

你們要互相 __ __，不 __ __ __。 
Offer hospitality to one another and in each instance do it cordially and graciolusly, without  

Grudging 懷恨在心的, grumbling, or complaining, but as representing Him. 
 

17. 神規定以色列人收取嗎哪的方式是什麼? 

 每天收每天的份，到第六天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留給第七天.   

 

18. 神如此規定以色列人收取嗎哪的方式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什麼?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學到什麼重要的功課? 

 好試驗以色列人遵不遵守神的法度。 

 神一定會供應我們生活的需要, 可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乃是遵守神的法度, 按神的心意而行, 討神的喜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