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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4): 神的名字  (3:13 – 3:22)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這段經文提到神的名字有那些? 

 3:14a 自有永有的  I am who I am 

 3:14b 自有的  I am 

 3:15b  耶和華  Yahweh in Hebrew (and Jehovah in English) the Redeemer God (舊約最常用) 

2. 舊約中其他經文提到神的名字主要還有那些? 

 創 1:1-2:3    Elohim 創造的神     the Creator God 

 創 2:4-3:24  YHWH 耶和華神    the Redeemer God (舊約最常用) 

 創 17:1,  賽 9:6   El Shaddai  (附件 1)  全能的神 God Almighty    God Most High   

3. 3:14a “我是自有永有的”  這句經文 NIV 的翻譯是 I am who I am. Amplified Bible 的翻譯是 I am who I am 

and what I am.  你認為中文的翻譯容易懂, 還是英文的翻譯容易懂? 

 中文的翻譯似乎較容易懂. “我是自有永有的”  清楚明白地說到神超越 時間限制 的 永恆性 

4. 3:14a   “自有永有” 是什麼意思? 

 這個 ”有 “ 是 指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 ”有”, 是 超越時空限制 的 “ 有 “, 是根本不在時間領域當中的 

”有 “, expressing continuous timeless existence. 

 約翰福音1:1 
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 

 這個 ”有 “  與上述的 ”有”  同義. 

 真理 的存在是超越時空限制的   不會因你的相信而存在,,也不會因你的不相信而不存在. 
 宇宙是有起點 (Big Bang) 和終點的, 但是神不在時間的領域之內, 神的存在是沒有起點和終點的. 

 

5. 3:14a  世界上除了神以外, 有沒有什麼物質是“自有永有的” ?  有沒有什麼 非物質 (觀念, 理念,  無具体形像) 

是    “自有永有的” ? 

 “三角形兩邊中點的連線必平行於底邊”  在我們還沒學到以前就已經成立了. 

 

6. 3:14a  有人認為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  你同意嗎? 為什麼 (同意或不同意) ? 

 這句話的本身就自相矛盾. 如果你同意這句話, 你就等於承認這句話是絕對的真理, 其他都不是.  

 

7. 3:14a  “I am who I am.” 是什麼意思? 

 God is the one that is independent, entirely self-existent Being in the universe. 
 God does not need anyone or anything, since in Himself He possesses all possible resources and 

relationships. 

 Christ declared Himself to be the great “I AM” in John 8. 約翰福音中主耶穌稱呼他自己的七大”我是”.  

 

8. 3:15a  神為什麼要摩西 除了神的名字之外, 還要告訴以色列人,  祂就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 而且還講兩次? 

 神是亞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在出埃及記 2:24 第一次出現 . 出埃及記 2, 3, 4 章共出現 

五次. 舊約聖經出現約 22 次. 

 因為神要一直提醒以色列人, 他們這群人, 他們這個民族, 是 起源 於神所揀選的一個人, 亞伯拉罕, 但他

們是開始於雅各  (亞伯拉罕的孫子, 以撒的兒子). 神主動與亞伯拉罕立約, 這約裡面所有的福氣, 都要歸

給亞伯拉罕的後裔, 但只歸給雅各的子孫. 實際上, 以色列這個名字, 是神給雅各所取的名字 (創 35:10). 

 同時神也要提醒以色列人, 他們這個民族的形成, 不是一個 random event, 乃是神在多年以前 (430 年 

以前), 所開始的歷史行動. 

9. 3:15 b  “耶和華”是什麼意思? 

 the Redeemer God (舊約最常用) 與以色列人有特殊關切的以色列人的神 

 詩 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vs. 神是我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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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14-17 神要摩西去告訴以色列人什麼事? 一次一人講一件. 

 

11. 3:16b  “我實在眷顧了你們，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待你們”   神為什麼要摩西對以色列人說這句話, 難道 

以色列人不知道嗎? 

 以色列人從何知道?  他們當時沒有聖經, 神的心意要藉著先知(如摩西)傳達給以色列人. 

 

12. 神要摩西去告訴以色列人, 神對以色列人的計畫, 不但是要領他們出埃及, 還要領他們到一個地方去, 這地

方的特色是什麼? 

 物產富饒 (3:17b 流奶與蜜之地) 

 不是輕易可進去之地 (3:17b  強大兇惡的迦南七族在那裡居住,  創 15:16-21) 

 

13. 神指示摩西要和以色列的長老一起去見法老, 向法老請求 讓以色列人 去那裡?  那地方有多遠? 去做什麼事? 

 3:18 

 去曠野 

 三天的路程 

 祭祀耶和華神 

 

14. 3:18 神沒有指示摩西告訴法老 讓以色列人 去曠野的真正原因. 為什麼?  

 可能此處是要顯出法老的剛硬:   如果連讓以色列人去曠野都不肯, 更何況永遠離開! 

 

15. 3:18  神要摩西向法老說  “耶和華 希伯來人 的 神遇見了我們”,  為什麼不說 “耶和華以色列人的 神遇見了我

們”? 

 希伯來是指以色列人的種族文化語言, 對埃及人或非以色列人而言, 希伯來人就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指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 

 以色列人一定是希伯來人, 希伯來人不一定是以色列人. 

 

16. 3:19   神對摩西說 “我知道雖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們去。” 為什麼神還是要摩西向法老請求 讓以色

列人離開埃及呢? 

 可能是要讓 摩西和以色列人 親身体驗法老的剛硬 

 

17. 神還指示摩西, 當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時候, 不要空手而去, 要特別帶什麼東西走? 為什麼神要他們帶這些東

西走? 

 3:22  金器、銀器 衣裳 

 3:22  近因:  好給他們的兒女穿戴          遠因: 好作會幕約櫃的材料 

 
18. 從出埃及記 2 章 3 章 和 使徒行傳 7:18-45  可以看出神是如何塑造, 栽培, 裝備, 磨練摩西, 使他成為神合用

的器皿?   

  摩西在第一個四十年之後, 在他自己的眼光中 很可能認為他是一個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 可是神才要 

開始磨練他. 

 使徒行傳 7: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摩西 在第二個 40 年當中, 因為時常在西乃山牧羊, 不知不覺之中熟悉了西乃山的地理環境, 對於他後來

的 ministry (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過 紅海, 在曠野漂流) 一定有極大的幫助. 

 摩西與神面對面對話的何烈山, 就是西乃山, 正是神後來頒發律法給他的地方 (出埃及記 19:20 ,  

出埃及記 24:13-18) 

 當摩西牧羊時, 很可能不會很有使命感, 知道他 40 年的牧羊經驗將來要被神大大使用. 

 摩西 在第二個 40 年之中, 整天牧羊, 不時與羊對話, 所以在第二個 40 年之後,  覺得自己不是能言的人, 

本是拙口笨舌的 , 認為自己無法承當神托負給他的使命, 可是這時候神才覺得 He is ready. 

 經過第一個四十年在埃及皇宮裡的學習和訓練, 和第二個四十年曠野的磨練和塑造, 摩西已成為一個在神

眼光中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