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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摩西——他接受了神的话语

神有没有对你说话呢？

有的，神对任何一个愿意给祂机会的人说话。

这里所谓的“说话”，是指“沟通”或“保持联系”。这包含好
多种说话方式：如神藉着梦向约瑟说话，也就是说神以这种
方式向约瑟显明祂自己和祂的旨意。

记得神曾经告诉挪亚，洪水即将来临，并耐心而仔细地
教他建造方舟。当然神经常对亚伯拉罕说话，天上的声音清
楚的告诉他说将成为大国，而且这声音也阻止了被高举的刀，
解救亚伯拉罕唯一的儿子。

神对我们说话有三种目的。第一，是要人知道祂指导人
如何执行祂的计划。第二，祂渴望人的同工。第三，祂指导
人如何执行祂的计划。

现在我们知道神不单单希望和个人说话，祂更要向全人
类说话。神不只是要指示我们，也要全世界了解祂的旨意，
所以祂要将其心意用文字表达。于是神选择了一个人和祂同
工。

本课将探讨摩西的生平和事迹。他是第一位接受神用文
字启示人类的人。

在本课中你将学习

    为什么神呼召摩西
   从神的话语中学习真理
    尊重并顺服神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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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将帮助你...
        解释为什么神呼召摩西？
        和摩西五经相关的事实。
        重视神的话语。
        明白和服从神的话。

为什么神呼召摩西

神的子民又再次陷入困境。神呼召挪亚，在洪水时期保
全人的性命；借着亚伯拉罕，使人远离偶像；借着约瑟，使
他们逃过饥荒。现在，他们处身在残酷的恶境中为奴，需要
得到解救。因此，神呼召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地。

    神听见他们沦为奴隶的哀声，也听见他们呼求救助的声
音。祂看见他们的苦，也关心他们。于是对摩西说：“我已经
看见他们所受的苦楚，现在，我要差遣你前去。”

摩西是位强壮聪明的人。他从母亲那里得知当他还是小
孩的时候，神如何保守他的事情。他明白神的方法，顺从神。
然而，神呼召他时，他胆怯的回答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将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或许，他们不会跟随我，我要怎
样向他们解释，是主差遣我来的呢？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
么名字？我要对他们怎么说呢？”

神告诉摩西，是亚伯拉罕的神打发他去，且给他能力行
奇事，使人信服他。

我们看见过许多人受神的呼召后，做了一些特定的事工
来服事神。但神给摩西的任务是前所未有的。

他的工作是直接的领导与说服。摩西把神的旨意告诉众
人，引导他们归向神。神用三种方法来装备摩西，使他完成

任务：祂的名字、能力和律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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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文学里，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品德和内在本质，表

示其存在和目的。神告诉摩西用“我是自有永有的”名，象征神
的忠实和不变。摩西所言所行都是接受神的话，以神为依据。

神的能力，藉着各种迹象和灾难从摩西身上彰显出来。

在这以前，神从未用人来行神迹。祂告诉摩西用这些奇迹象
征使人们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就在此显现。藉着神的能力，摩
西的手杖变成蛇；手生出大麻风后又得到医治；使河水变为
血。这些大能的象征，印证了摩西的事工。神之后又在西奈
山现形颁十诫。

神亲自颁发律法给摩西，引领人归向神。神给他一些律

法来划定他们的行动。遵守这些律法会带来成功，使人和神、
人与人和平相处。可见。摩西的工作和话语，都是以神的大
能，也以祂的律法有效的引领人。

习题
1 填空，完成下列各题。
１）神利用祂的       的启示装备摩西，来完成他的事工。
２）摩西是第一个神选出来的人，神要他将祂的话写成          

      。
３）摩西是神对人行 的第一个人。

当神向人说话，并呼召他们行其旨意时，祂总是有目的。
神呼召摩西，是因为以色列人为奴受苦、呼唤求救的缘故。
呼召摩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要将亚伯拉罕的后裔拯救出来。
他们需要一位领袖帮助他们，按神的计划逃出法老王的国土。

很明显，神还有其它理由。神告诉摩西去见法老王释放
以色列人，好让他们敬拜神。法老王心肠硬，不放以色列人，
于是摩西用神给他的迹象。神说：“埃及人会知道我是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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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法老王的土地上，将以色列人领出来。”这是神呼召摩西
的第二个理由。神不仅要少数人，而且要各地方的众人都认
识祂的旨意。

第三个特殊的理由是，神要把写下来的律法颁给摩西。
让他写下神的本性、大能、敬拜的礼仪和人类的行为准则，
使这些律法成为人类的法则。

我们从这里学到神呼召摩西，不仅表明祂关心当时为奴
的以色列人，也同样关心今日的我们。那部藉着摩西从神而
来的启示，也就是摩西五经，是因着神丰盛的安排，我们才
能得着祂的话语。这些话语都是对我们而说的。聆听神的话
是我们的责任与荣幸，我们要去读祂的话，接受其真理来作
为我们生活的依据。

习题
2. 是非题
1）亚伯拉罕的人民在罪恶的土地上为奴。
2）人不能救自己，所以神提供了一个解救他们的计划。
3）神呼召摩西来组织并带领人们。
4）神藉着摩西显现祂的力量。
5）呼召摩西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藉着他写下文字与人类说话

    每件事都照着神所计划的发生了。摩西去见法老王说：
“容我的百姓去。”法老王一再拒绝，摩西运用神给他的大能。
由于法老王的心刚硬，给埃及带来许多可怕的瘟疫、蛙灾、
蝇灾、畜疫之灾，人们遭受许多痛苦。雹灾和蝗灾毁了五谷
的生长，黑暗更遮盖了大地。

最后，神对摩西说：“我再降临一次灾给法老，然后他必
容你们离开这地。”这个灾就是，凡是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
畜，都必死。这是给人的教训和记号，让人知道神憎恨罪恶，
神的大能保护凡相信顺服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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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告诉摩西：“要以色列的每个家庭宰杀一只羔羊，取点
血涂在门框上，我一见血就越过去。我要巡行把一切头生的
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假神。我一见这血，就越过
你们而去，灾必不临到你们身上。”我们再一次看见动物成为
人的赎祭，就象亚伯拉罕的儿子从死中被赎回一样。神的子
民再次因着羔羊的血，从必死的灾疫中，得到拯救。从这些
事件中，神想说什么呢？这些奥秘蕴藏着什么真理？这预示
了神将为后代的人预备最好的救赎。

摩西和他的人民依神的话做了所有当做的事。如神所说
的，可怕的死亡之夜终于降临了。凡信而顺服神的人，得以
无恙。法老王在惊慌中大喊：“你们尽快离开，带着你们的东
西，快离开埃及地！”

神以这样的方式使用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
地，来到一个他们能听到祂的话语，并依祂的计划学习如何
生活和敬拜祂的地方。

我们能够想象到千千万万的人带着动物和所有的东西，
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但是，法老王突然改变心意，派大队
兵马追捕他们归回。以色列人见军队追赶，当然害怕以至呼
求神。他们于是再次陷入绝望困境当中。

军队在他们后面，前面是大海，仿佛他们的道路已断绝。

神告诉摩西向海伸仗，使海水分开，露出旱地，好让以
色列人从上走过。当法老王的军队追来时，神使海水合拢起
来淹没了他们。

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终于逃离法老的统治。摩西一路
上从经验中组织人民、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学习在日常生活
中仰望神。他们遵循神所带领的路线，来到西奈山的旷野安
营。

神从山上呼唤摩西上西奈山。他直接领受神的话语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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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民。神在山上用雷轰、闪电、密云和角声来显明祂的存
在。

神给了摩西完全的指示，说明了敬拜和服事神的律例和
每日生活的规条。他把在山上得到的两块石版称为法版，版
的两面都刻有神写的字。

从法老王手中得到释放，从山上领受石版的记载当中，
我们获得了与神关系的三项宝贵真理。第一是，杀羊将血涂
抹在门框上，说明了对神话语、信心的表现。第二，横跨大
海，证明神拯救的大能。第三，神赐法版给凡听从神话语的
人确据，神必会完全引领和教导他们。

习题
3 选择正确的词来完成下列的句子。
  人的信心      瘟疫      神的文字  
  献祭          争执      神的力量
1）经过许多    之后，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
2）血涂在门框上，是表示      的行为。
3）海被分开，是表示      的行为。
4）法版是       。

从神的话语中学习真理

我们待会就知道摩西下山后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现在，
让我们先看看神给摩西的信息的内容。在本课程中有一个篇
幅很简单地提到这些真理。我们将列出重点大纲，来回答你
心中的疑问，并帮助你对摩西五经及其它神学著作有完整的
了解。相信你会觉得这样的学习是非常有帮助、有兴趣的。
请准备好摩西五经、诗篇和四福音书的资料。

摩西五经中的真理．． ．．．． ．．

� 除了神之外，我们不可敬拜别的神。神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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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其他的神。

不可敬拜任何圣人、天使或任何人。

    不可有任何形象的偶像。摩西五经也清楚地说：“不可为
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
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当任何事物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时，它们便是偶像。
如果我们爱金钱、土地或其它财物，胜于爱神，那么那些东
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

� 神更新与人所立的约，并应许他们，只要他们信实的
服事，就必得祝福。

� 神呼召各族、各国，来了解、相信并服从祂的诫命。

    为了要让人们对神所有的信息有适当的基础，神预备了
摩西五经，它清楚地载明了祂的律例和与人同工的方法。意
思是说，摩西五经是：

1）所有其他圣经经文的根据。
2）人与神之间及人与人间相处的根据；成功的关键所

在。

� 神对献祭赐予特别的指示：献祭是一个象征的仪式。
无辜动物的献祭显示出罪带来死亡，而且神以这样的献祭作
为赦罪的代价。这种仪式性的献祭，使人们能够显现出自身
对这献祭的了解，并相信神赦免世人的罪。

� 摩西五经更深入地指明神对计划的奥秘。还记得代罪
的羔羊赎回了亚伯拉罕儿子的事吗？记得羔羊的血赎回了以
色列人民免于长子必死的灾疫吗？动物献祭的设立不断的提
醒我们，耶稣为我们的罪，成为代罪羔羊，使我们免于罪的
捆绑和地狱的刑罚。

   摩西所得的启示只是一个开端而已，是在预表未来。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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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白，只要我们顺从神的话，神会完全的向我们显现。

习题
4.选出错误的句子，并改正错误。
  1）不可拜任何偶像或圣人。
  2）诗篇和福音是依据摩西的信息而来的。
  3）所有的偶像是材质所做出来的像，譬如木头、石头、或

金属。

尊重并顺服神的话语

现在，我们再回到摩西身上。当他带着两块法版下山的
时候，从远处听见扎营处传来欢呼歌唱的声音。百姓在做什
么？他简直无法相信！百姓做了一个金牛犊，把它当作神敬
拜。

摩西失望绝顶，生气地把手中的石版摔破。难道这就终
止了神的旨意吗？不，摩西是真正的领袖，他掌握全营，于
是他向神恳求赦免。神虽然用瘟疫惩罚百姓，不过，祂仍是
有恩慈的。祂垂听摩西的祷告，继续让世人明白祂的旨意。

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一
样。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这石版上。”神的话不会被废弃或改
变。神再次亲手把律法写在版上，并且应许摩西，要与他的
口同在，也就是说，祂不会让摩西说错话。我们由此可见神
的话是没有错误的。

摩西一再宣称，这份神手写的话语，是以色列人的珍宝。
它来自神，也永远为神保守。创造那块版的神是全能的，无
论在任何环境，祂都会保守祂的道。我们已经看见神行了许
多奇事来证明祂的话语。祂说：“这些是我留给后代的诫命。”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神实在保守祂的话语，纵然有人企
图毁它，但祂的话是那么的纯净无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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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人想利用他们的口舌歪曲经文的真义，用他们的解释
来隐藏真道的奥秘。然而，神不是能够被否定掉的，祂胜过
一切，祂的话永不改变。

今天，我们所读的摩西五经的保存，就像当日传给摩西
时一般，是一项神迹，证明了神的大能和圣经的真理性。

习题
5.我们怎么知道摩西五经是由神而来的，圈出正确的句子。

1) 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是由神亲手写的。
2) 整个摩西五经是雕刻在石板上。
3) 神的话语经由奇迹被证实了。
4) 摩西五经的信息没有改变。

摩西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帮助当时的人们去接受、明白并
顺从神的话语。摩西说：“这些是神指示我的诫命和律法，我
将教导你们去遵行，以至你们的子孙也能遵行、享长寿。务
必实践它，使你们一生亨通。”

摩西也特别晓谕大祭司，写下这些诫命，以供后人阅读
和学习。在摩西渐入晚年时，这成为他唯一的希望。如今它
却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读神的话。

为什么呢？读它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有些人认为读宗
教经典是宗教仪式之一；另有些人将宗教经典当作神圣的物
品，他们敬重它，却不读它。我们读神话语的理由不同，我
们知道经典本身不会使我们更加与神亲近，而是经典中的话
语蕴含着大能。我们不只是以一种宗教行为读它，而且还希
望听到祂的信息，以及神藉着它向我们说话。

还记得当摩西看见百姓敬拜偶像时 ，他摔破了法版吗？
这法版是神写的，对摩西而言是何等珍贵。但他深深了解，
顺服神的律法比石头上的字重要多了。所以，他摔破石版时
喊叫着说：“如果人们不遵行诫命，石版又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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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还是再为我们预备了另外两块法版，显示神要我们有
祂的话语，也要我们去研读，并且要像摩西一样的去爱它、
尊重它，最要紧的是祂要藉着文字单独地向我们说话。藉着
祷告领悟祂的教训，并且在每日的生活当中遵行。

习题
    6. 你如何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最多的帮助？写下三项答案。

祷告

哦！亲爱的神，拯救摩西的伟大主宰，你是全能、全智
的神。我谦卑地承认，除你以外，别无真神，除你的话语以
外，别无其他途径可以引导我认识真理的奥秘。因为你的话
语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请赐我勇气和更大的渴望，去寻求
你的话，来喂养我的心灵。帮助我，使我像摩西和他的百姓，
凭信心接受并遵行你的话；帮助我在你大能的庇荫下，得以
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能从你话语的启示中，确知你对我说
话，并亲自引导我，直到永生的乐园。奉主的名祷告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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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答案：

4.3）除了神以外我们所敬拜的都是偶像。

1  1）名字，力量，和律法。  2）文字。  3）奇迹。

5  1）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是由神亲手所写的。

3）神的话语已被奇迹所证实。

4）摩西五经的信息未曾改变。

    2   所有叙述皆正确

6  参考答案。读它、研究它、更了解它、祷告求理解和服从
它的教导。

    3  1）瘟疫。   2）人的信心。

       3）神的力量。  4）神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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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测验

综合题
1 你是否仔细阅读过第四课呢？
2 你是否完成本课所有习题呢？
3 你有没有核对过习题的答案呢？
4 你有没有复习本课的目标以知道你是否已达到他们建议    

的？
5  在做本课测验前，你是否复习了？

选择题

6 神呼召摩西来释放祂的子民以彰显祂的名，并且
1) 惩罚法老王。
2) 颁布文字的律法及显现服事和敬拜的指示。
3) 审判摩西的后代。

7 神藉着祂的名、律法和什么的启示来装备摩西完成他的
任务？    

1) 解释律法的能力
2) 独特的见解
3) 能力

8   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和权利来聆听神——读祂的话语和
1) 接受真理，依照它来过活。
2) 熟悉它所描述的仪式敬拜。
3) 心里同意它的要求。

9  在摩西五经中，有一项提到偶像崇拜是
1) 与任何物质崇拜有关。
2) 牵涉到一个人的爱好，及取代神在人生命中的位置。
3) 过去旧约时代的惯例，现在不再实行了。

10 虽然摩西打破了第一部法版，可是神仍然再次将祂的话语



54

写在石版上以显示
1) 神的话语不能被毁灭。
2) 每次人们失败了，神就会赐新的启示。
3) 在神的标准下，人类的失败需要改变。

是非题

11 神呼召摩西，以致能将法版颁给他，显示了神本身的性格、
大能和祂如何救赎。

12 当神审判法老王时，摩西发现唯一逃离的方法是离开这个
国家。

13 摩西五经清楚的教导：以木质、石头、金属等材质做成偶
像为崇拜对象。

14 因为神奇妙的赐下祂的话语，祂的话语也受到不寻常的保
护与保存，以至于我们的圣经仍然是神对人不变的启示，
也是我们信心、服事和行为之权威的指引。

填充题

15 神的话语，藉由摩西而来，又像是现今
神说话的声音。

16 摩西五经提到反对偶像，这是指任何一件事物若取代了
的位置，那么这事物就成了 。

17 神更新祂与祂子民的祝福保证，只要他们有信心的
祂。

18 了解并顺服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 应许。

19 摩西五经显出神是 ，而且是别无他神的
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