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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第六至十章

第六章

在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看见摩西非常灰心，失望。因为他自认为已经作了神要他作的。

他去见了法老，要求他释放以色列的子民，可是法老不但没有放他们，反而加重了他们作

奴隶的担子。

以色列的子民们，开始责怪摩西。「为什么你要管我们？你没来以前我们活得好好的。可

是自从你来了之后，我们愈来愈苦。我们宁可不要你管。」所以摩西回到神那里说：「神

哪，这是你要我作的吗？你为什么要我去作呢？你到现在还没有拯救他们，情况愈来愈

糟。」

你看，多少次，当我们觉得，神要我们做一些事，可是常常当我们开始去做的时候，事情

总是不如想象中的顺利。有时候反而会变得更糟，我们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呼

召：「神真的要我这么做吗？如果祂要我做，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糕？」

其实从一开始摩西就不想去。

「神哪，叫别人去吧！」

神开始对摩西生气。现在摩西作了神要他作的，但是事情好像变得跟他想象中的相反。

我相信，当我们进入神的事奉，撒但就会挑战我们的决心。撒但要我们一开始就气馁。它

使你怀疑神的呼召。它也挑战你生命中为神做的工，特别是有关属灵恩赐的事奉。撒但尤

其对于行出属灵的恩赐提出挑战。例如「说预言」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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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罗马书 12：

6）

许多次当你凭着信心站出来说，这是神要你说的，别人就会出来挑战，使你怀疑：「真的

是神在对我说话吗？」现在摩西的情况也是这样。人们对他的带领提出了挑战。所以他也

对神提出了挑战。「你为什么要我去作呢？你看，事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来愈坏。」

所以在第六章一开始，神就回答了这个被困扰的先知，

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出埃及记 6：1）

「摩西，你说得太早了，你会看到我如何对待法老的。我会用大能的手，不仅要让他们

走，还要让法老赶他们走，并且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法老还要非常高兴的看他们走。」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 6：2）

看到了结果，我们会说：「这是当然的。」但多少次我们忘记了，多少次我们以为自己在

驾驶座上，多少次我们以为自己能控制一切。我相信有些人在命令神，以为神是木偶或是

机器人。

神对他们说：「嘿，等一下，我是神啊！是谁在掌管全局呢？是谁在引导这件事呢？是谁

在主宰这件事呢？摩西，我是神啊！」多少次我们要从神的手里夺过这个位子。神在提醒

我们，祂是谁。我们需要祂的提醒，因为我们经常会忘了祂是谁。有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

高抬自己，或是高抬别人，但是却忘了祂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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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忘了祂就是神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所说的那种人，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罗马书 1：21）

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办事。他们开始把神当作仆人，而忘了他们自己才是神的仆人。我

们要知道祂是神，祂是一位全知，全能，充满了智慧与荣耀的神。

许多次我们看自己的问题，又大又难，我看到面前的大山，心想：「没有人能够移动

它。」我气馁了，因为这座山看起来好大，你胆怯的来到神面前，你甚至不敢求祂，你知

道这是一座大山，你移动不了它。你怀疑神真的能移动它吗？

当那些门徒来到主面前，他们有沉重的问题。他们说：

「主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使徒行传 4：24）

在你祷告以前，如果能记得神的能力，那对你是很有帮助的。祂用手指就创造了天地，创

造了一切，所以在你眼前的大山，虽然高如埃弗勒斯峯，在神眼里是不算什么的。

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阿，惟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

们的神阿，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阿，你是我

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历代志下 14：11）

下次如果你认为，在你眼前的山，大得连神都不能移动的话，你可以在早上三，四点钟起

来，观看西方天空中的猎人星座。在他的左肩是巨人肩星（Betelgeuse），这是一颗直径四

亿一千五百万哩（415，000，000）的星星，如果你把他挖空，把太阳放在中间，除了地球

还能绕着太阳转以外，还有一亿多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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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肩星（Betelgeuse）是一座大山，他以每秒十九哩的速度行走。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

力量使他进入轨道，使那么大的东西运行得那么快？那是什么力量呢？我可以告诉你，戴

维说：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诗篇 8：3）

你看，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渺小了，连大山变得一点也不大了。

摩西还在心烦气躁的生气，神对他说：「嘿，不要急！我是神。」同样的，多少次当我们

心烦气躁的时候，神说：「不要急！我是神，我在控制，我在掌管一切，」你要记得啊。

当我们知道祂是神，祂控制并掌管一切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啊！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

道。」（出埃及记 6：3）

「耶和华」的意思是「成为一个…。」事实上，亚伯拉罕在他的儿子问他：「祭物在哪里

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耶和华以勒，」意思是「神会预备。」

「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创世记 22：8）

但是神在这里说：「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像摩西那样亲近

神，他们只知道祂是大能的神，是天地的创造者。

你们中间也许有人所认识的神，只是一位大能的，创造天地的神。当我听到一个人开始祷

告的时候就说：「哦，大能的神，创造宇宙的神」的时候，我心中想到的是：他还没有跟

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听到有人开始说：「父啊，我有麻烦了，」我知道他跟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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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了亲密的关系。

在一次祷告会里，我跟一些意大利人在一起，他们开始祷告说：「哦，怕怕」我听了以

后，吓了一大跳，心想，他们亵渎神的名，后来才发现「怕怕」在意大利话是「父亲」的

意思。我想，这多么美好！「爸爸，你的儿子有麻烦了，需要你的帮助。」跟神有这样亲

密的关系是多么美好啊！我们知道祂的名字是耶和华（Jehovah）意思就是，我需要什么，

祂就是什么，祂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

到目前，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到，神要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他们还是不敢亲近神，他们只

是认为祂是伟大的，有能力的，能创造的神。但是在个人的关系上来说，祂却是遥不可

及，存在于无限和有限之间。

现在神要与人亲近。祂说：「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是耶和华，你要跟我更近，更亲近的

认识我。」神也要跟你有更亲近，更亲密的关系。所以祂差遣祂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

为什么？为了使你跟神能有父子一般的亲密关系，能让你毫无惧怕的来到祂面前，在你有

需要的时候，得到祂的怜恤。

我觉得很奇怪，有些人到我办公室来见我，紧张得连要说的话都忘记了。其实我算不了什

么，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是神借着我作了祂的工，当我们看到祂的工，就把荣

耀都归给神，因为祂能在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身上成就一些事。

这只能表现出神的伟大，但是有人还是以为：「哦，这是查克」，其实我什么也不是。你

们大可不必觉得，我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不必如此待我。让我告诉你，我的孙子是怎么待

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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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的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不管你正在开什么会，他们都能打断：「爷爷，我要吃

冰淇淋。」说实话，他们在我心中有优先权，只因为他们是我的孙子。

神要你跟祂也有那种亲密的关系，不论多小的事，祂都愿意你能随时随地，完完全全自由

的到祂面前，祂希望跟你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所以神说：「我将我自己启示给他们，但他们只看见了我的能力，认为我是大能的，但是

他们并不知道，我跟他们亲密的关系。我要你和他们都知道，我眷顾你们，赐给你们日用

的饮食等等。」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

苦待的哀声，我也记念我的约。」（出埃及记 6：4－5）

首先，神告诉摩西：「我与他们立了约，我知道，听见，也记得我立的约。」

有些时候，因为时间没到，我们以为神忘记了祂的应许。圣经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彼得后书 3：4）

因为时候没有到，所以他们嘲笑我们。但是圣经说：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祂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彼得后书 3：9）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

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作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

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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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出埃及

记 6：6－8）

祂以「我是」作开始，然后说了许多的「我要」，最后，以「我是」作结束。

「应许」通常要「信守」才有价值。有些人应许了很多事情，但是我都没有把他们放在心

上。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有人敲门，父母亲开了门，那个人自称是我们的堂兄，跟我们小

孩亲热的打了招呼。看到了我，严肃的对我说：「不要抽烟。如果你到廿一岁还没有抽

烟，我就送你一个金表。」

我当时就觉得他说这句话很好笑，因为他自己在抽烟。我直到二十一岁都没有抽过烟，事

实上我到现在也没有抽过烟。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拿到他所承诺的金

表。那种承诺是没有用的。

让我告诉你们神的应许吧！祂一开始就说：「嘿，我是神。我要，我要…」一连说了许多

「我要」，为祂子民作的事情。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我们看见神的儿

女，脱离束缚，经过红海的洗礼，在旷野里信靠神的带领，跟神产生了新的关系，又经过

了旧生命，老我的死亡，进入了丰盛，满足的应许之地。我们也能把神对以色列人的「我

要」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当作神的应许。

「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作

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

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

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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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出埃及记 6：6－9）

他们，在这时候，因为埃及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所以非常灰心。即使摩西告诉他们神

给他们美好的应许，他们也不相信。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

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出埃及记

6：10－12）

摩西说：「神啊，你看，你要我告诉以色列民，但是他们不听我的，现在你又要我去跟法

老说。连以色列民都不听我的，你想法老会听我的吗？他一定不会听我的。」所以摩西还

是对神的呼召打退堂鼓，没有让神主宰他的生命。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出

埃及记 6：13）

现在，在这里插入了一小段雅各头三个儿子的家谱。他前两个儿子，流便和西缅，记载的

跟创世记里的一样。而利未，这里还记载着他的孙子，曾孙，一直记载到摩西，亚伦。

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十

七岁。（出埃及记 6：20）

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

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出埃及记 6：26－

27）

这一小段家谱，插在这里，为了让你们知道摩西，亚伦的家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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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

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

听我呢？」（出埃及记 6：28－30）

在这里又重复了第十二，十三节。神告诉了我们家谱，然后又重复了一下故事，再把你带

到第七章。

第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凡我所吩咐

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出埃及记 7：1

－2）

现在，我要提出一点，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读到，神说，祂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出埃及记 9：12）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又因为他的刚硬，使他的头脑不清楚。这么说来，是神使他的心

刚硬，但是神又因为他心里刚硬而毁了他。神公平吗？这里牵涉到希伯来文字的翻译，如

果你不知道的话，实在很难了解。

对我来说，先使一个人的心变硬，又因为他的心硬而除掉他，实在不是件公平的事。但在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希伯来字，同时都被翻译成「使刚硬。」我们读下去，有的地方说：

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出埃及记 8：32）

又有的地方说：



10/27
出埃及记第六至十章

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出埃及记 9：12）

这是两个不同的「刚硬」，在第三，四节中所说的刚硬，是「巩固」，「保持」的意思，

所以实在的意思是说：「神巩固了法老的心志。」另外一个字是我们想象中的「决定去

作」的意思。所以实际上是「法老决定了他的心志，所以神就巩固，坚定了他的决定。」

神会让你自己决定，然后再坚固你的决定。祂对法老就是这样。法老决定要跟神作对，神

就巩固了他的心志。「好吧！你要决心跟我作对？那我就让你作对到底，让你看看我在全

地的大能。」法老从一开始就有他选择的自由，他选择了要与神作对，神就坚定了他的心

志。

如果你的决定是对的，那当然是件好事，但许多时候，神坚固你的心志，并不是一件好

事。但是神总会巩固你的心志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福份，因为当我开始决定要事奉神的

时候，心志非常脆弱。是神加强了我的心志，坚定了我的心，使我变得更刚强，把一生都

奉献给祂。

如果你决定要顺服祂，祂也会加强你的力量，巩固你的决心。但是如果你选择去反对神，

决心与神作对，神也会成全你，巩固你的决心，但这就变成一件悲惨的事了。现在法老决

定要反对神，神就巩固他的心志。

「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

来。」（出埃及记 7：4）

你注意到了吗？现在神是在说未来的事情。祂知道法老会怎么作，祂知道法老会作什么决

定，神巩固了他的决定。事实上，他是这样的。你可以看到，法老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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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仍然说：「不，你们不能离开。」也许他是历史上最顽固，最笨的人了，因为他决心

跟神，跟神的子民作对，神巩固了他的心，害了埃及人被杀。

但是神知道法老不会让他们离开的。神早就知道这件事了。你不能因为祂预先知道而责怪

祂。你不能因为神的预知而说：「神不公平，因为祂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神用了祂的预

知，如果有预知而不去利用，那就不聪明了。

如果你像神一样的能预知事情，你会怎么作呢？如果你去赛马，又知道哪一匹马会赢，你

还会放赌注在不赢的马身上吗？这不是很笨吗？如果你能知道哪匹马会赢，你自然会下注

在那匹马身上。现在神知道谁会赢，神当然不会投资在输家。

你不能因为神预先知道而说神不公平。但奇妙的是，神竟然投资在我身上，投资在你身

上。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是一个赢家。神在你生命中作工，祂知道祂对你的计划，这告诉

你，你是赢家。神拣选了你，所以你不用害怕，这应该使你更高兴，更快乐才对。

回到法老的故事，神知道他会怎么作。神说：「他一定会顽固，一定不会听你的话。这样

我就要伸手，将我的百姓带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

华。」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

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

行件奇事罢，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出埃及记 7：5

－9）

当你来到法老面前，他说：「行个神迹让我看」的时候，你就要亚伦把手杖扔在地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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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手杖就会变成一条蛇。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

蛇。于是法老召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各人丢

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

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出埃及记 7：10－13）

你看，法老的魔术师也能作亚伦，摩西所行的神迹。黑暗权势也有能力去模仿神的工作。

撒但是一个伟大的伪造者。仅仅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看到了像奇迹一样的事，但并不保证

这是神的工作。

撒但能伪造许多神的工作。他也常常伪造神的工作。敌基督的一个特征就是他有大能行奇

迹，作许多人眼中看为希奇的事情。他也能行奇迹。

圣经告诉我们：

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但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 11：14）

他为了骗人，能伪造神的工作。那么只因为撒但能伪造神的工作，就说：「因为撒但能伪

造神迹，我就不信神迹了么？」我们要知道假的永远盖不过真的。相反的，除非你有真

的，否则就没有假的。所以一定有真的之后，才有假的，假的永远不能取代真的，反而证

明了真神迹的存在性。

如果有人说：「世界上有假礼物」这是真话，但这并不证明神没有礼物，反而更证明神礼

物的存在性。「但我又如何知道这是假礼物或是神给我的真正礼物呢？」如果想知道的

话，首先你要对神有正确的观念，与神要有正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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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如果你的心向神敞开，全心全意的寻求祂，而祂还要给你假礼物的话，也许是你还不

认识你的神，也许你的神不是我所事奉的神。

当你想要面包，你想你的天父会给你石头吗？「主啊，我饿了，想要一条鱼，」「好吧，

我给你蝎子。」这是什么样的父亲？这绝不是我所爱的天父。

所以，如果我敞开了我的心，来到祂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渴望你充满我的生

命」你以为神会允许撒但用些假东西来骗我，住在我心里，那我实在是亵渎神了。哪个父

亲会这样呢？所以耶稣说：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祂的人么？」

（路加福音 11：13）

所以，你是有福的，爱你的天父要赐福给你真的东西。你不需要担心。祂绝不会给你假的

东西。

我们知道，「假能力」是存在的。在这黑暗的领域中，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能行一些无

法解释的魔术和奇迹。他们也能把他们的手杖扔出去，然后变成蛇。

你们不应该去追求魔法，但是如果进了这境界，当你愈深入他们的书籍，你会读到更多有

关摩西，埃及魔术师这种书籍。因为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一个作假的黑暗世界，行一些撒

但奇怪的技巧，假冒神的工作。

他们各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

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

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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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事奉我」』」，到如今你

还是不听。（出埃及记 7：13－16）

你记得第一次摩西去见法老说：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

节。』」（出埃及记 5：1）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使我听祂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

去。」（出埃及记 5：2）

现在，这小插曲的目的是让法老认识神，让他知道谁是神。所以摩西说：

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

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谕摩西

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

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

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

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

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出埃

及记 7：17－22）

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伪造的工作。不过他们实在不太聪明，因为他们所作的，对法老一点好

处都没有，只是灾上加灾。他们应该在打击之后，将血水变成纯水，不应该再灾上加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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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水变得更不能喝了。

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

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出埃及记 7：23－25）

在「冲击的世界」那本书里，作者试着解释这原因，他说当地球接近金星的时候，水会变

成血，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其中有很多的推测。神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如何作成的，所

以我宁可把这一切看作是神迹，而不去追究他的成因。

你要知道，神能作许多事。如果祂能把水变成酒，当然也能把水变成血。我不需要用我自

己对神的观念去为神解释，祂是神，所以任何事都能作，在祂没有不能作的。

第八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

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出埃及记 8：1－2）

埃及人是拜蛇的。当他的杖变成蛇的时候，他们不能杀牠，因为他们拜蛇。他们也拜尼罗

河，因为他们靠这条河维生。当神把河水变成血，实在是打击，他们拜的另一个神。除此

之外，他们还拜青蛙。他们以为青蛙是神圣的。「你们喜欢青蛙？你们要拜青蛙？好吧！

我就给你们青蛙。」

「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

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抟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

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

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出埃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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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

所以不论是池里，湖里，河里，青蛙泛滥成灾，也进到家里。他们受到神的击打。

我对观察大自然非常有兴趣，我喜欢看神如何管理大自然。大自然充满了神奇，无法测

度。我真想知道神放在那些小动物身上的智慧。大概是上个月的地球杂志，介绍了一篇关

于小鸟的寻家本事。

人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小鸟有能力飞几千哩路，远渡重洋。他们认为，也许牠们是

利用磁场作导航系统。人们不知道为什么牠们能飞得如此精确。

这千鸟（Plover）一点也不笨。牠们冬天住在夏威夷，夏天住在阿拉斯加，春天开始飞到

阿拉斯加，在那里生下小鸟，在秋天暴风雨来临前，吃得饱饱的，然后再不停的飞几千哩

路，体重减轻四分之一，飞回夏威夷。牠们是如何在太平洋中找到像豆点一样大的夏威

夷？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你不能说：「牠们记得回来的路。」因为在途中，根本没有可看的记号。更有趣的是下一

个秋天，父母亲在小鸟还不能飞得那么远之前，又飞回夏威夷。小鸟在牠们离开后的那几

个星期，吃了足够的食物，作了足够的运动，两个星期后也直接飞到夏威夷。牠们从来没

到过夏威夷，牠们又是如何找到夏威夷的呢？

神能将「寻家」的本事放在那些小动物身上，祂也能将一些东西放在青蛙身上，使所有的

青蛙从水里出来。女士们，你们在揉面粉的时候，忽然青蛙跳进面团中，又不能杀牠，因

为青蛙是他们的神，怎么办呢？

所以亚伦伸出了他的手，青蛙出来了，遍满了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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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

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

凭你罢，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

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罢，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

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

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

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出埃及记 8：7

－14）

牠们的臭神。「你们要这些神？你们不知道我是谁？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 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或作虼

蚤下同〕。』」（出埃及记 8：15－16）

这可能是蚤子或是蚊子，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字在这里只用了两次。在诗篇中，提到

这灾。在「七十编译圣经」希腊文的翻译可能是蚊子。不过不论是蚤子或蚊子都是一样，

都是使人不舒服。

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

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

畜身上，都有了虱子。（出埃及记 8：17－18）

埃及的魔术师到此为止，他们不能再模仿这个神迹了。在这个神迹中，包含了创造生命的



18/27
出埃及记第六至十章

成分。他们的能力到此为止。他们可以把青蛙从水里拿出来，他们可以使水变血，他们可

以把手杖变成蛇。但是现在他们造不出来了，他们的能力到此为止。只有神能够创造生

命。

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

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

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

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

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

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出埃及记 8：19－22）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中分别出来。灾难要临到埃及人身上，以

色列人不会受到灾害。神将他们分了出来。

「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

耶和华。」（出埃及记 8：22）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

列人去。」（出埃及记 5：2）

又回到法老的问题：「祂是谁？我不认识祂。」神说：「好吧，现在你该知道我是谁了

吧！」神将自己告诉了法老。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

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法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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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罢。」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

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么？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

要吩咐我们的，祭祀祂。」（出埃及记 8：23－27）

现在，法老提出了他第一个妥协的办法。你看，撒但时常要我们与他妥协。如果你立志要

将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撒但知道你的决心后，就开始跟你讲条件妥协：「好吧，如果你真

的要这么固执的话，不要太认真，不要太离谱。好吧，你去作好了，但不要太深入，不要

变成宗教狂热份子。」

所以，「好吧，一个星期去一次教会或是两个星期去一次就够了，不要走得太勤。」撒但

要你妥协，就好像他说：「好吧，你们去，在这里献祭就可以了，不要走远，留在这

里。」

摩西知道埃及人是拜动物的。如果他们在原地献祭，杀了动物，一定会激怒埃及人起来反

对他们。因为献祭给神一定要杀动物的，摩西很聪明的说：「不行，我们要离开这里，走

三天的路程，不然的话，埃及人看到我们杀祭物，会来打死我们的。」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

祷。」（出埃及记 8：28）

这是第二个妥协，第一个是不要走，现在是不要走太远。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

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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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

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

没有留下。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出埃及记 8：29－32）

第九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现在是第六个神绩）「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

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

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

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

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

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出埃及记 9：1－6）

这里是说，所有死的牲畜都是埃及人的，不是说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所以，死的都

是埃及人的牲畜，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也没有死。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这个呢？因为下面

你们会看到，神降下冰雹击打埃及人的牲畜。所以并不是，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死了。

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

去。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

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了炉灰，站在

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行法术的在摩西面

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

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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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

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

的。」』」（出埃及记 9：7－14）

再回到第五章第二节，法老说：「谁是主？我不认识祂。」你会知道祂是谁的。

「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

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埃及记 9：15－16）

第十六节是讲到神的主权。「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天下。」（罗马书 9：17）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提到这件事，他告诉我们这件

事，但是没有解释。

现在我不必向你们解释神的主治权，我只是向你们宣告神有主权。我不能完全了解神的主

治权，以及怎么跟人类的责任一起成就祂的工。但是我知道这是互有关联的。因为即使神

有主治权，但是我们仍然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

换句话说，我不能为我自己的行为责怪神。保罗说过，神坚定了法老的心。因为神曾说

过：

「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出埃及记 9：

16）

神坚定了法老的心。那么有人说：「如果神使我这个样子，我又怎么能阻挡神的旨意

呢？」

你看，神要为这事而使我存活，我又怎么能阻止神的旨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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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罗说，你不能这么解释，你也不能因为神有主治权而作这样的结论。但是有人还是

这么说。「神主宰了我，我又有什么办法？不论我怎么作都是一样的。」他们以这个当作

借口，什么事也不作。

「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么。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

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催

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法

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

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出埃及记 9：17－21）

所以摩西警告他们：「明天，将会有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冰雹。你们要把牲畜都带回

来。」当然，那些真正听神话的人就把他们的牲畜赶了回来，没有被冰雹打死。但是有人

说：「这是巧合」，还是把他们的仆人和牲畜留在外面，当然他们都被冰雹打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菜蔬

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

地上。那时，雹与火搀杂，甚是利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在埃及遍

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惟独以色列

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

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

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

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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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出埃及记 9：22－30）

现在有人认罪了。「我有罪了，神是正直公义的，我跟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但是他的

认罪并不真诚。我常听到有人说：「我是个罪人」，但是他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要认

罪一定要悔改。如果要得赦免，一定要离开罪恶，只是认罪是不够的。法老说：「我是罪

人」，他可以重复的说，但这不是真正的认罪。

那时，麻和大麦被雹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只是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

打，因为还没有长成。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

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雹与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

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出埃及记 9：31－35）

第十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

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作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

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 10：1－2）

到目前为止，神作这些事是要法老知道祂是谁。「让他知道，我是神。」现在，他要作更

有趣的事。「我如此作是要你告诉你的儿子，和你儿子的儿子，知道我是神，告诉他们对

埃及人所行的一切。」

所以即使到现在，这一段经过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所有以色列小孩都要读这

一段历史。但可惜的是，现在许多犹太人以为那是神话或是寓言。希腊有神话，罗马也有

神话，许多犹太人以为这也是神话，实在令人痛心。你在神话中能学到什么呢？又能得到



24/27
出埃及记第六至十章

什么教训呢？在神话中你又怎么能知道是真神还是假神呢？

神要他们知道，祂就是主，要他们继续把这事传下去。

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

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

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

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

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法

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事奉耶和华他们的

神罢。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么？」（出埃及记 10：3－7）

现在法老的仆人们开始说：「嘿，放聪明点吧！我们要等到他们消灭我们吗？我们都要被

毁灭了。让他们走吧！」

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事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

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

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

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罢。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或作你们存着恶意〕不

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事奉耶和华罢，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

撵出去。（出埃及记 10：8－11）

所以法老妥协了：「好了，你们走吧！但是要留下你们的小孩。不要让他们跟你们走。在

旷野他们会受不了的。如果你们一心一意要去敬拜你们的神，就去吧！但是不要让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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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也成为你们的一部份。」

撒但会煽动说：「嘿，你总不希望你的小孩没有时间去玩吧！如果你决志要献身给神，要

事奉主，你就去吧！但是不要把你的小孩也拉进来。你不希望他们被别人视为怪物吧！让

他们跟其它的小孩一样吧！」「不要带你的小孩走！」这是多么狡滑的妥协！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

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

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利害，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后

也必没有。因为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

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于是法老急

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

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出埃及记 10：12－

17）

再一次认罪，求他们为他祷告。这又是一次不真诚的认罪。「再一次，这是最后一次

了。」这倒是真的，这是他最后一次要求他们为他祷告。

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

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

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法

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事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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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你们同去。」（出埃及记 10：18－24）

现在是最后的妥协。

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事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

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出埃及记 10：24）

「走吧！你们去服事神吧，但是不要带你们的钱财，留下你们的牲畜。你们可以把自己献

给神，但是不需要把钱财也给神。小孩就跟你们去吧！」

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

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出埃及记 10：25－26）

换句话说，摩西的意思是：「我们走的时候，要彻彻底底的走，不留下任何东西。我们走

的时候，什么东西也不要留下来。」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事奉耶和华我们的

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甚么事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

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罢，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

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出埃及记 10：26－

29）

所以他们还没有得到对方最好的条件。下一讲我们要看第十一章到十五章，最后的灾难和

以色列人的战争。

这个礼拜你们继续读，多读几次。如果你们有《海莱圣经手册》HaleyPocketHandbook 的

话，也可以同时读，在那本书里，有许多有趣的情节。我推荐这本书，作为你圣经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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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物。他包括了非常多的数据，如果你把他跟圣经一起读，你会得到很多有关经节的背景

和内情，不论是历史方面的或是考古方面的都有。对你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