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3): 耶和華向摩西顯現

(2:23 – 3:12)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2:23 “過了多年”, 是過了幾年? 兩三年? 十幾年? 幾十年? 幾百年? 你的答案是從出埃及記那一章那一
節推算出來的? 你的答案是從使徒行傳那一章那一節確實知道的?

出埃及記 2:23a 使徒行傳 7:22,30
2. 此時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經待了多少年?
道的?

出埃及記 12:40

幾十年? 幾百年? 你的答案是從出埃及記那一章那一節確實知

3. 2:24 從此節經文, 可看出神的什麼屬性, 本質 (比較 申命記 7:9)?

信實 faithful 守約 promise-keeping
4. 此時埃及的新王, 和收養摩西的法老女兒可能有什麼關係?

很可能是她的弟弟
5. 此時埃及的新王, 認識摩西嗎?

一定認識摩西, 很可能和摩西一起長大
6. 此時埃及人做苦工已經做了多少年了?

從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在摩西出生以前), 到此時起碼有八十年了
7. 摩西見到荊棘火燄的何烈山, 距離摩西的家 (米甸地) 有多遠?

參考地圖 018ex1 (附件 1)

約 400 公里, 或 240 miles, 從芝加哥 Chicago 到聖路易市 St. Louis, MO 約 300 miles
8. 摩西見到荊棘火燄的時後, 摩西已經牧羊了多少年了?

40 年 (使徒行傳 7:22,30)
9. 如果你是摩西, 在牧羊的生涯中, 你會時常想到什麼? 會不會時常”臥薪嘗膽”, 等待神的呼召隨時來到,
你就要去拯救以色列百姓, 為神做大事?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心灰意懶, 再也沒有振興以色列民族的雄心壯志了 , 從此牧羊一了此生, 老死異
鄉.
10. 摩西看見 荊棘被火燒著 卻沒有燒燬 之後的心情和反應, 可以三個動作 來代表, 是那三個動作?

過去看 turn aside

脫下鞋

蒙上臉
11. 荊棘被火燒著 卻沒有燒燬有什麼重大意義?

創世記 3:18 荊棘是人犯罪之後, 地被咒詛才長出來的

火 是代表 神的顯現

火燒荊棘, 燒而不燬 , 很可能是象徵 神痛惡罪, 要除掉人的罪, 但神愛罪人
12. 3:5


此處的”聖地” 是什麼意義?
創世記 2:3 定第七日為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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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 分別出來 單屬於神, set apart from the world and dedicated only to God, nothing else

13. 3:6 神對摩西說” ：“我是你父親的 神，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這句話有何重大意
義?



神只有對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親自顯現時說過類似的話
這是神第一次對摩西說這句話, 之後說過許多次

14. 3:6 “摩西蒙上臉, 因為怕看 神” 此時, 他為什麼怕看 神?
15. 耶和華神說祂原知道祂百姓所受的痛苦, 聽見他們所發的哀聲, 但祂為什麼耽延多時, 遲遲不救呢 ? 是不
是因為以色列人沒有好好禱告? 沒有好好禁食禱告? 沒有情詞迫切地直求?

因為 神在等待他所揀選的領袖, Moses, ready to serve. 換句話說, 神的時間還沒有到. 因為 神做事
有定時 - 詩歌 In His Time 按祂時候.

傳道書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There is a time for everything, and a season for every activity under heaven:
傳道書 3:11a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 成為美好. He has made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約翰福音 7:6

耶穌就對他們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
The right time for me has not yet come; for you any time is right.
16. 3:7b 耶和華神對摩西說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 如果耶和華神說 “我知道他們的痛苦”, 此兩句話有何
差別?

神此時似乎在告訴摩西說, 以色列百姓的痛苦神一直沒有採取行動, 好像神不知道他們的痛苦,
其實神都知道, 神都看見, 神都聽見了, 可是神之所以一直不動生色, 不採取行動的原因, 是因為
神的時間還沒有到. 因為 神做事有定時 (神在等待他所揀選的領袖, Moses, ready to serve).
17. 神第一次向摩西 提到, 神對以色列人的計畫, 不但是要領他們出埃及, 還要領他們到那裡去?

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的迦南地

出埃及, 離開罪惡, 離開世界 只是得拯救的第一步; 進迦南, 到流奶與蜜之地, 享受神豐盛的生命, 才
是得拯救目的.
18. 神也向摩西 提到, 無惡不做, 聲名狼藉的迦南七族當中的六族 (出埃及記 3:17 , 申命記 7:1, 約書亞記
3:11 , 約書亞記 24:11 也提到) 這幾個迦南民族在摩西五經中出現多次, 請問他們有何特別之處?

神指示以色列人, 一定要把這迦南地七族的人, 趕盡殺絕, “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存留”
(申命記 20:16) 否則以色列人一定會受到他們 的影響, 去行“一切可憎惡的事”(申命記 20:18)，
這些可怕的事, 在 申命記 18:9-14 有描述.

分享/生活應用的問題:
1. 以色列百姓做苦工受欺壓 起碼 80 年之久, 耶和華神說祂原知道祂百姓所受的痛苦, 聽見他們所發的哀聲,
但祂為什麼耽延多時, 遲遲不救呢 ? 我們有沒有”好像被神忘記” 的經驗 (詩篇 42:9, 44:24)?
2. 神從荊棘火燄中向摩西顯現說話, 現今我們是否可以期待 神會用類似的方式 向我們個人說話?

神可能現今不會用類似的方式對我們說話, 祂很可能經由我們讀聖經, 聽講道, 生活中經歷神, 在環
境上給我們的帶領 來向我們說話 (希伯來書 1:1-4); 處在新約時代的我們, 因著聖經的寫成, 對神屬
性和救恩的認識, 已遠遠超過摩西時代和舊約時代, 神最高和最終的啟示, 都已經在耶穌基督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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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同時我們有聖靈的內住與充滿, 幫助我們瞭解神的心意和旨意 (摘自 譚保榮著 扎根聖經系列 出
埃及記)
3. 摩西在 何烈山, 西乃半島, 牧羊四十年, 使摩西熟悉 何烈山, 西乃半島的地理環境, 這經驗對摩西後來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漂流曠野四十年, 有何幫助? 摩西 在牧羊的時候, 知不知道他牧羊四十年的經驗會
對他日後四十年事奉神 有很大的幫助? 請分享我們 是否有類似情形 (萬萬想不到某些經驗 居然對日後
事奉神 有很大的幫助) ?

摩西與神面對面對話的何烈山, 正是神後來在一年之內 頒布律法給他的西乃山 (19:20, 24: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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