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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查經材料(6): 神差遣摩西  (4:18 – 31) 參考答案: 
 

觀察或解釋 的問題: 

 

1. 神第一次向摩西說話是在何烈山, 第二次是在那裡? 你怎麼知道? 

 第二次是在米甸向摩西說話 

 4:19     耶和華在米甸對摩西說：“你要回埃及去，因為尋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2. 當摩西求他岳父葉忒羅容他回埃及去的時候, 摩西 有沒有告訴他岳父 神向摩西 顯現的事情?  

 經文沒有交代, 但從 4:18 推斷, 很可能沒有. 

 

3. 當摩西岳父葉忒羅容他回埃及去了以後, 摩西有沒有立刻回埃及? 你怎麼知道? 

 4:19     神在米甸提醒摩西, 要他回埃及去. 

 

4. 當摩西求他岳父葉忒羅容他回埃及去的時候, 摩西為什麼沒有告訴他岳父他要回埃及真正的原因 (乃是神指

示摩西回埃及去, 要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經文沒有交代, 很可能摩西自己對這件事還在驚駭未定之中, 所以 4:19 神在米甸再次提醒摩西, 要他回

埃及去. 

 摩西的心中似乎對回埃及仍然有一些疑慮: 

 他可能仍然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有能力達成這艱鉅的任務;  

 他可能對法老的權力和威勢仍心存餘悸;  

 他也可能擔心自己罪犯的身份, 雖是40 年前的往事, 但他仍有被捕的可能.  

很可能因為這種種的顧忌, 使他不敢告訴他岳父真正回埃及的原因. 

 人對神的信心, 通常是一個漸進成長的過程, 從理性上的”認知”開始, 再由生活中來体驗, 這外在的

“認知”逐漸 internalize 成為你個人內在的想法與反應. 

 

5. 4:19     耶和華在米甸對摩西說：“你要回埃及去，因為尋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有誰 (不只一人) 在埃及要

尋索摩西的命? 

 經文沒有交代, 有可能是當時的埃及法老, 和 40 年以前被摩西打死的那埃及人的家屬. 

 有可能神提醒摩西, 他 40 年以前殺過人. 

 

6. 摩西回埃及的時候, 他的老大 有多大? 

 根據 2:22-23, 摩西回埃及的時候, 他的老大應該有三十多歲了. 

 

7. 摩西回埃及的時候, 是他一人回去, 還是全家回去? 

 全家回去 4:20 .  

8. 4:20b   經文提到摩西回埃及的時候, “手裡拿著 神的杖”。這句經文有什麼涵意? 

 這句經文說到摩西回埃及不是他自己個人的事情, 乃是帶著神的呼召和使命去的. 同時是帶著神的權柄

去的. 

9. 4:21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回到埃及的時候要留意，將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
的心剛硬，他必不容百姓去。神為什麼給法老難題(要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又使法老的心剛硬, 好像神 

故意要和法老過不去, 存心整他? 

 “使他的心剛硬” 是 ”任憑他的心剛硬” 的意思. 

 神的旨意/引導 展現的方式大略有幾種: 

 神主動 

 主動成就 

 約拿書 1:4              然而耶和華 使海中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甚至船幾乎破壞。 

 約拿書 1:17           耶和華 安排 一條大魚吞了約拿，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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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拿書 2:10           耶和華 吩咐 魚，魚就把約拿吐在旱地上。 

 約拿書4:7             次日黎明， 神卻安排一條蟲子咬這蓖麻，以致枯槁。 

 主動攔阻 

 民數記 22: 21-35 

摩押王巴勒 請先知巴蘭 (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彼得後書 2:15 ) 咒詛以色列人, 神差 

使者攔阻. 

 撒母耳記 25:32-33 

剛愎兇惡的大富戶拿八, 為富不仁, 以惡言侮辱大衛, 在大衛帶人去找拿八復仇的路上,神 

藉著拿八賢慧的妻子亞比該 攔阻大衛親手報仇. 

 神被動 

 神允許 (神被動成就)  

 神任憑 (神被動成就) 

 羅馬書 1:24 

所以， 神 任憑 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羅馬書 1:26 

因此， 神 任憑 他們 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 
 羅馬書 1:28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 神， 神就任憑他們 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10.  4:24-26   神既然揀選了 摩西, 為什麼又要在他回埃及的路上要殺摩西? 神如此嚴厲地對待摩西的目的何在? 

 因為摩西沒有給他的兒子行割禮, 沒有遵守神的約  (創世記 17:9-14). 

 摩西 前40 年在埃及皇宮裡, 後40 年在米甸曠野, 對於神的約和吩咐可能不太熟悉 

 以色列人在埃及430 年, 很可能沒有切實地力行神與他們祖宗立約的種種規定 

 摩西的妻子西坡拉是米甸人, 可能反對給兒子行割禮. 

 神很可能要摩西明白, 作為一個神所要他成為的領袖, 必須要達到神所要求的最高標準, 他必須完全

順服神的命令, 遵行神的規定, 才能為民表率, 領導民眾. 

11. 4:27 神指示摩西的哥哥亞倫往曠野去迎接摩西, 從 埃及的歌珊地 (以色列人所住之地) 到何烈山有多遠 ? 

 根據 地圖 018ex1 , 埃及的歌珊地到何烈山 直線距離約有 330 公里 km (= 200 哩 miles) (相當於從

Chicago, IL 到 Springfield, IL). 

12. 神指示摩西回埃及, 又指示摩西的哥哥亞倫往曠野去迎接摩西。結果後來他們在何烈山見面. 請問摩西認識 

亞倫, 而且知道亞倫是他的哥哥嗎? 

 根據 4:14, 摩西認識亞倫, 而且知道亞倫是他的哥哥. 

13. 當摩西與亞倫在何烈山見面的時候, 他們已經分別多久了?  

 經文沒有交代. 

 他們應該已經分別了 40 年. 

 

14. 關於神同時指示兩個人來完成同一件事的例子: 神指示摩西回埃及, 又指示摩西的哥哥亞倫往曠野去迎接 

摩西. 使徒行傳 9:1-19 也記載了一個例子, 這兩個人是誰? 所完成的是什麼事? 

 大數人掃羅和門徒亞拿尼亞. 

 神打發亞拿尼亞叫掃羅能看見, 被聖靈充滿, 又給掃羅受洗 

15. 使徒行傳 10 章也記載了一個例子, 這兩個人是誰? 所完成的是什麼事? 

 使徒彼得 和 該撒利亞 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 

 神差遣使徒彼得 到該撒利亞向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親屬、密友傳福音. 

16. 4:30-31  摩西當初向神推託的理由(或藉口)之一是, 以色列人怎麼會相信摩西向他們說的話 (出埃及記 4:1)? 

因為摩西已經離開埃及 40 年了, 不可能得到以色列人的信任的. 大出摩西意料之外, 以色列人馬上就相信神

曾向摩西顯現, 差遣摩西帶領他們出埃及.  以色列人的反應, 對摩西會有什麼影響? 

 一定很受鼓勵, 對神的信心增加, 疑惑減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