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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一切的馬
匹、車輛、馬兵，與軍兵就在海
邊上，靠近比‧哈希錄，對著巴力‧
洗分，在他們安營的地方追上了。



基督徒會堂
主日信息

中保摩西(出32：7-20)

劉俊偉 (10/23/2022)



金牛犢事件前

（出 12–14 章）出埃及，雲柱和火柱

（出 15–17 章）供應食物和飲水、保護

（出 19章 )西奈山顯現

（出 20–24 章）頒布律法、立約

「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猶言在耳



出埃及記32章

V1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
亞倫那裡，對他說：「起來，為我們做神
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
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什
麼事。」



出埃及記32章

『···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
你出埃及地的神！」』



5 亞倫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壇，且宣告
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 6 次日清

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
喝，起來玩耍。

出埃及記32章



信息大綱：

一.摩西的求情

二.摩西的發怒與調查

三.摩西的中保角色



一.摩西的求情 - 以色列人敗壞了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
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
敗壞了。』（V7）

『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

鑄了一隻牛犢，向它下拜獻祭，說：『以
色列啊，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V8)



一.摩西的求情 - 以色列人敗壞了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
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
敗壞了。』（V7）

『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

鑄了一隻牛犢，向它下拜獻祭，說：『以
色列啊，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V8)



一.摩西的求情 – 神的憤怒/計劃

『 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

硬著頸項的百姓。 』（V9）

『 10 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

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
（V10)



一.摩西的求情 – 三個理由

11 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

啊，你為什麼向你的百姓發烈怒呢？這百
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
的。（V11）

神的百姓 --》慈愛



一.摩西的求情 – 三個理由

12 為什麼使埃及人議論說『他領他們出去，

是要降禍於他們，把他們殺在山中，將他
們從地上除滅』？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
怒；後悔，不降禍與你的百姓。（V12）

神的名聲 --》榮耀



一.摩西的求情 – 三個理由

13 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

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必使你
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
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
遠承受為業。』（V13）

神的誓言 --》信實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
我們祈求。（羅8：34）

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
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
（來7：25）



摩西求情後的結果

14 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於他

的百姓。（V14）



摩西求情後的結果

14 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於他

的百姓。（V14）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
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3:9)



二.摩西的發怒與調查

15 摩西轉身下山，手裡拿著兩塊法版。這
版是兩面寫的，這面那面都有字， 16 是神
的工作，字是神寫的，刻在版上。（V15-

16）

17 約書亞一聽見百姓呼喊的聲音，就對摩
西說：「在營裡有爭戰的聲音。」 18 摩西

說：「這不是人打勝仗的聲音，也不是人
打敗仗的聲音，我所聽見的乃是人歌唱的
聲音。」（V17-18)



····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守節。
（出5：1）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侍奉 =》 敬拜



集體、實體的敬拜

6 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
和華面前跪下！7 因為他是我們的神，我

們是他草場的羊，是他手下的民···
（詩95：6-7）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

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
就更當如此。』 （來10：25）



摩西發烈怒摔碎法版

19 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

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兩塊版扔
在山下摔碎了，20 又將他們所鑄的

牛犢用火焚燒，磨得粉碎，撒在水面
上，叫以色列人喝。（V19-20）

 遣責以色列人毀了約

 完全的催毀

 一種的羞辱



亞倫推卸責任

24 我對他們說：『凡有金環的，可以摘下

來。』他們就給了我，我把金環扔在火中，
這牛犢便出來了。



誰願歸屬耶和華神？

26 就站在營門中，說：「凡屬耶和華的，

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利未的子孫都到
他那裡聚集。

27 他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

說：『你們各人把刀跨在腰間，在營中往
來，從這門到那門，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
伴並鄰舍。』」 28 利未的子孫照摩西的話
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千。



三.摩西的中保角色

30 到了第二天，摩西對百姓說：「你們犯

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華那裡去，或者
可以為你們贖罪。」

31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唉！這百
姓犯了大罪，為自己做了金像。32 倘或你

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
的冊上塗抹我的名。」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
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9：3）



33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
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



神的替代方案

34 現在你去領這百姓，往我所告訴你的地

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
我追討的日子，我必追討他們的罪。」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再次要求同去

15 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
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 16 人在何事上得

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
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
地上的萬民有分別嗎？」（出33：15-16）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
們脫離那惡者 。（約17：15）



完美的中保

18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

知像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要將
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申18：18）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
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提前2：
5）



摩西 耶穌

猶太人 猶太人



摩西 耶穌

死裡逃生

出生時，法老命令：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
孩，都要丟在河裡」。

死裡逃生

希律王要殺全境兩歲
以下的孩子。



摩西 耶穌

【出埃及】
回埃及 --》出埃及

【出埃及】

離開埃及以成就上帝
的應許···要應驗
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
「我從埃及召出我的
兒子來。」。



摩西 耶穌

離開王宮 離開天上的寶座



摩西 耶穌

曠野40年 曠野40天



摩西 耶穌

將以色列人從法老的
束縛中解放出來。

將人們從罪惡和死亡
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摩西 耶穌

要帶領人民到了應許
之地

帶領人們在天上的榮
耀中獲得永生



摩西 耶穌

求同在
在燃燒的荊棘中與神相
遇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
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
之後，你們必在這山上
侍奉我，這就是我打發
你去的證據。」

聖靈同在
『16 「我要求父，父就

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
師，叫他永遠與你們同
在， 17 就是真理的聖

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
他。你們卻認識他，因
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
在你們裡面。』



摩西 耶穌

求同住

耶和華的同在只能用
一個象徵之物（帳幕）
來表達

住在我們中間

道成了肉身，造帳幕
在我們中間，充充滿
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摩西 耶穌

透過牛羊獻祭 耶穌的血



摩西 耶穌

設立逾越節的羔羊 就是逾越節的羔羊



摩西 耶穌

天上的真糧

神用嗎哪餵養以色列民。

五餅二魚 -》生命的糧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們：那從天上來的
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
乃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
賜給你們。（約6：32）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
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
不餓；信我的，永遠不

渴。」（約6：35）



摩西 耶穌

擊打盤石使百姓喝水

賜給人活水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
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
水要在他裡頭成為泉源，
直湧到永生。』（約4：
14）

『唯有一個兵拿槍扎他
的肋旁，隨即有血和水
流出來。』（約19：34）



摩西 耶穌

招聚七十位長老來協
助他

選立七十個門徒去收
莊稼



摩西 耶穌

借上帝之手行神跡奇事 直接行神跡奇事



摩西 耶穌

在山頂上接受上帝的
律法

在山上傳講上帝的律法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
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
掉，乃是要成全。』



摩西 耶穌

給我們律法

賜下恩典與真理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
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
耶穌基督來的。』（約
1：17）



摩西 耶穌

上帝透過摩西與祭牲與
人立約

『 8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

身上，說：「你看，這
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
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
的憑據。」』 （出24：
8）

用自己的血與百姓立約

『耶穌說：「這是我立

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
的。』 （可14：24）



摩西 耶穌

傳講耶和華的律法 --》
一位偉大的先知

“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
的先知”

「無知的人哪，先知所
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
信得太遲鈍
了！···於是從摩西

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
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
們講解明白了。（路24）



摩西 耶穌

曠野舉蛇

『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

掛在杆子上。凡被蛇咬
的，一望這銅蛇就活
了。』 （民21：9）

在十字架上被舉起來

『14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
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
起來， 15 叫一切信他

的都得永生。』（約3：
14-15）

『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
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
(約12：32)



摩西 耶穌

想要看見神的榮耀

『18 摩西說：「求你顯出
你的榮耀給我看。」 19 耶

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
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
我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
誰，要憐憫誰就憐憫
誰。」 20 又說：「你不能

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
面不能存活。」』 （出33：
18-20）

耶穌彰顯了神的榮耀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登山變像--》摩西看見
神的榮耀。



結語

 摩西成為以色列人的中保

 神指定利未人做祭司做中間人

 耶穌是神與人之間的中保 – 完美的中保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 唯一
的一條通路。

 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