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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5): 神差遣摩西  (4:1 – 17)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神呼召摩西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在這段經文當中, 摩西 不願接受神的呼召共有幾次? 這幾

次的拒絕,  你覺得那一次很有理由? 那一次強詞奪理? 那一次神向他發怒? 

 三次:   4:1, 4:10, 4:13 

 第一次第二次很有理由, 第三次是在耍賴, 把他根本不想去的馬腳露了出來. 

 那三次時神向他發怒 

 

2. 4:1  摩西回答說：‚他們必不信我，也不聽我的話，必說：‘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 

你認為摩西的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 (有道理或沒有道理)?  摩西 為什麼認為  以色列人一定不肯聽 摩

西 要和他們所講的話? 這是不是摩西拒絕神呼召的一個藉口? 

 雖然這是摩西拒絕神呼召的一個藉口, 但這句話很有道理. 

 如果你是當時在埃及的以色列人,   看到一個在埃及王宮長大的以色列人, 因殺害一個埃及人, 逃離埃及

40 年, 突然回到以色列人當中,  告訴你以色列人的神向他顯現, 差遣他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 你很可能

不會相信他. 如果這個人是在以色列人當中的一個領袖, 受人尊敬, 得人的信任, 你很可能比較會相信他. 

 

3. 4:5  ‚如此好叫他們信耶和華他們祖宗的 神 , , , 是向你顯現了。‛這句經文是不是表示摩西在 4:1 所說的

話很有道理?  為什麼(有道理 or 沒有道理)? 

 是的.   這句經文表示摩西在 4:1 所說的話很有道理. 

 神要摩西 (和以色列人) 知道, 神差遣摩西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不是因為摩西個人的威信和影響力, 完

全是因為神的揀選與主權, 和神賜給摩西的能力. 摩西只不過是神主權的代言人. 

 

4. 神呼召摩西的時候, 除了荊棘火焰的神蹟之外, 神還在摩西身上行了那些神蹟? 

 4:2  杖變蛇 

 4:4  蛇變杖 

 4:6  手長大痲瘋 

 4:7  長大痲瘋的手復原 

 

5. 第一個神蹟和第二個神蹟有何差別? 

 第二個神蹟牽涉到摩西的身體健康, 嚴重性更大, 需要較大的信心 (萬一長大痲瘋的手無法復原怎麼辦?) 

 

6. 第三個神蹟和第一第二個神蹟有何差別? 

 第三個神蹟牽涉到所有埃及人, 影響更大, 需要更大的信心 (萬一變成血的河水變不回來怎麼辦?) 

 

7. 如果以色列人不信第一個神蹟, 摩西該怎麼辦? 

 經文沒有交代 

 

8. 如果以色列人不信第二個神蹟, 摩西該怎麼辦? 

 神就要摩西行第三個神蹟, 使河水變血 

 

9. 如果以色列人不信第三個神蹟, 摩西該怎麼辦? 

 經文沒有交代 

 

10. 4: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是甚麼？”他說：“是杖。” 

4:17  你手裡要拿這杖，好行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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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摩西  … 回埃及地去。摩西手裡拿著 神的杖 

摩西手裡的杖, 在荊棘火焰的神蹟之前, 是用來做什麼的? 在荊棘火焰的神蹟之後, 是用來做什麼的? 

 摩西手裡的杖是他當時牧羊時最重要的工具, 這個杖後來被神使用, 成了神藉摩西施行神蹟 

奇事的杖, 成了代表神權柄的杖. 

 

1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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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拙口
笨舌的。‚   你認為摩西的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 (有道理或沒有道理)?  

 神差遣摩西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這個艱鉅的任務需要最優秀的溝通技巧 (superb, top-notched 

communication skills) 需要講話有說服力 (persuasive and convincing reasoning skills). 摩西想到他必

須使以色列人相信神是如何呼召他的, 他還需要使以色列人相信將要發生在以色列人身上, 在法老身上, 

在埃及人身上的事, 要完成這個艱鉅的任務, 在在都需要很好的口才. 所以摩西的這個反應,  從人的角度

來看, 不是無理取鬧,沒有道理的.  

 
12.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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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拙口笨舌的。‚   可是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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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摩西 到底是不是一個天生拙口笨舌的人? 

 在摩西逃離埃及地以前 (40 歲以前), 他的確是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可是當摩西在西乃山牧羊 40 年之後, 

整天與羊為伍, 講話的機會不多,自信心逐漸喪失,  很可能摩西真的心虛, 恐懼, 認為他是一個拙口笨舌的

人, 而不是假裝他有結舌, 有語言障礙. 

 當一個人心虛, 對自己要說的話沒有信心的時候, 說話不會很流暢. 

 ‚拙口笨舌‛ 的原文的英文翻譯是 heavy-lipped and thick-tongued. 

 
13. 4:11-12     耶和華對他說：“誰造人的口呢？誰使人口啞、耳聾、目明、眼瞎呢？豈不是我耶和華嗎？現在

去吧！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神藉著這兩節很重要的經文, 如何回答 摩西 4:10 的顧慮? 

 神似乎對摩西說, 你完全不需要顧慮到口才的問題, 因為連人最基本的發聲能力, 視聽能力, 都是我賜予

的, 更何況你的口才, 我難道不會負責嗎? 不要擔心, 儘管去. 

 

14. 4:13  摩西說：“主啊，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你認為摩西的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 (有道

理或沒有道理)?  

 似乎沒有道理, 第一次第二次摩西提出的顧慮都很有道理. 第三次摩西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完全是在耍賴, 

把他根本不想去的馬腳露了出來. 

 

15. 4:14   耶和華向摩西發怒   你認為耶和華向摩西發怒 有沒有道理? 為什麼 (有道理或沒有道理)? 

 很有道理, . 第三次摩西的拒絕呼召, 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完全是在耍賴, 把他根本不想去的馬腳露了出來. 

 

16. 4:16   你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我也要賜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們所當行的事。 神似乎沒有勉強摩西, 他

要亞倫 做摩西的出口, 但摩西仍然是神的出口. 你覺得神是不是會把摩西寵壞了, 他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其實神沒有准許摩西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神還是打發了摩西, 只不過暫時找亞倫做摩西的代言人.  

 在十災的前幾災之後, 亞倫已漸漸成為摩西的助手, 而非代言人. 

 On the other hand,  人對神的信心是漸漸成長的, 摩西也不例外,在摩西走信心道路的開始, 或許神不會

對摩西太嚴格, 像 40 年之後的米利巴水事件一樣 (民 20:1-13,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