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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让我们继续查考神的话语。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

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出埃及记 33：1）

此时摩西与耶和华在争论以色列人究竟是谁的百姓。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以色列人属于自

己。在第三十二章里面，神在西奈山对摩西说：「摩西，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随后在第十一节，摩西恳求耶和华神说：「耶和华

啊！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可见，此刻耶和华和摩西都不愿接受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很快就离弃了神的律法，神的道

路，造了一个金牛犊，又敬拜它，违反了神的戒命。耶和华不接受他们，对摩西说：他们

是你的百姓。而摩西也不要他们，他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是你把他们从埃及地领

了出来。」

这样在三十三章开头，耶和华接着与摩西说：「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要从

这里往那地去。」神再次把以色列人推还给摩西，祂说：你领他们往我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后裔的地方去。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

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

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出埃及记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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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好了，你带着这些百姓去吧。我会差遣天使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不想亲自与你们一

起去。以色列人却误解了这句话。他们认为神对摩西，对他们过分严厉，还以为神不会再

向他们施恩了。但事实上，这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再读一下神为什么不想与他们一起

去的原因：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出

埃及记 33：3）

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人太背逆任性，易于犯罪，所以神说：我自己不和你们上去了。意

思就是免得百姓犯罪，被圣洁的神击杀。因此，与其说神严厉，不如说是神的恩典。

「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恐怕我在

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妆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

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

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妆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

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妆饰摘得干净。（出埃及记 33：3－7）

这里的会幕不是后来以色列人所建造的大会幕，而是之前的一个小会幕。会幕的意思就是

「相会之处」，即以色列人求问神的地方。大会幕将会在以后几章看到。

摩西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棚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

的会幕那里去。（出埃及记 33：7）

这样，以色列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从营中移到了一段距离之外。在此之前，百姓都是按着宗

族围着帐幕支搭帐篷。现在，他们将帐幕完全移到了营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走到营外才



3/20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

能遇见神。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预表——就是在新约里，主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以色列

人必须从犹太教出来，才能通过耶稣基督与神相见。他们再也不能在犹太教里面遇见神，

必须从犹太教系统出来。

原来，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旧约已经作废，因为他们没守这个约。于是，神立了一个新

约。这新约是在犹太教之外立的。在新约中，犹太人若要遇见神，就必须从犹太教出来，

跨出他们民族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新约里面，每个人都可以与神建立关系。在神面前，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必须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出到营外，从犹太教出来，走出以色列民族本

身的障碍。

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各人站在自己帐棚的门口，望着摩西，直等

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

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各人在自己帐棚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

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惟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

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出埃及记 33：8－11）

摩西开始在营外支搭帐棚。因为神说：「我不能住在你们中间，免得我击杀你们。」所以

摩西在营外与神相会。

摩西出到营外，进入这个帐幕。他这样做的时候，众百姓都站在自己帐棚门口，观看云

柱。在旷野里面，那么多年的时间，以色列人一直被这个云柱所引领。当云柱降下时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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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神的同在降了下来。看见这个情形，他们就各自在帐棚门口敬拜神。现在，摩西再一次

来为百姓而代求。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出埃及记 33：12）

摩西又与耶和华面对面说话，如同朋友一样。大家先不要想象是什么样的情形，往下读就

会清楚的。

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出埃及记 33：18）

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

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出埃及记 33：19－20）

所以，摩西与神面对面时，并不是坐在神的对面，看着神的脸。而是说摩西与神之间有一

个全面的交通，双向的交流，而非单向的表白。就是说：他对神说话，神也回答他。不是

说摩西亲眼看见了神的面。

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惟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

明出来。」（约翰福音 1：18）我们以经解经，就可知道摩西并没有亲眼看见神的面。出

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节也说：人见到神的面不能存活。

在圣经当中，每个人在异像中看见神的人都说，好像看见了太阳。所以看到神的荣耀时，

人们不可能看到任何可清楚描述的形象。他们能看见的，就是神荣耀的光辉，根本没有确

定的形象。但是，摩西与神面对面只是表示他与神在亲密地交谈。

老实说，这让我非常羡慕。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这样清楚与神相交，与神能清楚地交流。我



5/20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

与神的交流还算清楚，但是我有时仍然不太明白祂对我说的话。

有时候，我以为神已经对我说了什么，结果却没有，那只是我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想法。

你也许会问：「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太神密了。

又有些时候，我不确定是不是神在对我说话，后来却发现他是在对我说话。所以，我希望

跟上神的步伐，顺服神的感动说我该说的话。我希望自己知道神给我的指示，可以告诉别

人说：「神是这样对我说的。」并分享了神赐给我的信息。我曾经这样做了一次。但大多

数时候我事后才发现：啊，原来刚才是神在对我说话。

我从来没有过神用听得见的声音对我说话的经历。但神曾经这么显明，这么确实地对我说

话，我一下子就知道了是神，我清楚知道是出于祂，没有一点疑问。

但很多时候都不那么清楚。有些时候，有些特别的经历，却没法解释；有时有一些印象，

却不知道是何处产生的。

比如好多年以前，我去看南加州的玫瑰园球场冠军赛。我坐在一个最里头的地方，眼看我

们这边就要输掉时，我大声对朋友说：

——顺便说一句，我每次讲话，我太太都要我轻声点，意思是说我声音太大，讲话起来很

多人都会听见。

这次我又是大声跟我朋友说：「等着瞧，下一场我们的那个中锋会从左边绕过来，然后一

直跑到最底线得个满分。」结果下一场开始后，果然有人把球传给这个中锋，他往左边一

绕就转过去，并一直跑到终点得了一个满分。这时，我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望着我说：

「你可不可再讲讲等下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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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讲的只是一种感想，只是脑子里忽然看见的一个图面。至于后来如何？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碰巧的呢？也许是。我想，神肯定对这个足球冠军赛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有这样

的灵感去参加赛马，那多好呢。我不鼓励这种做法。这样做，你可能会输得倾家荡产后，

才发现神没有对你说话。

不过，神的确会与人说话。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

晓谕列祖。」就是说，神会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候跟人说话。想到神对我们说过话

总是令人兴奋的事。但在这末世，祂是在借着祂儿子与我们说话，

现在神是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清楚的启示乃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得

到的。神如今是借着他儿子晓喻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神借着天使对我说话，跟祂借

着祂儿子耶稣基督与我们说话相比，并不那么重要。

在新约中，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再也没有神用天使来启示他自己的记录了。因为神

如今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跟我们说话。虽然天使的确曾在船上向保罗显现，指示他将发生的

事，比如船会触礁等等，但是并没有启示保罗任何真理或者教义，

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这里，摩西直接与神说话，神也回答他的问题。这是无人能比的。

从来没有人能像摩西这样与神谈话。圣经还有其他地方特别提到这一点，没有任何人能像

摩西以这样清楚的方式与神谈过话。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

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出埃及记 33：12）

所以十二节，摩西说：「主啊，你说你要打发一个天使来，但是你从来没有介绍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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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你又告诉我：你凭我的名字认识我，我已经在你眼前蒙

恩，现在却要把我交在一个天使的手里。既然我与你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不想跟随一个

天使。为什么要跟随一个比神差得多的天使呢？」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

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出埃及记

33：13－14）

摩西意识到了神同在的重要性。他要的就是神的同在。他不知天使可以起多大作用，但他

已经认识到了神同在的能力，他不想接受神的替代者。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出埃及记 33：15）

也就是说：神啊，你不和我们同去的话，我就不想去，不想离开这里，不想没有你的同

在。这是摩西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即除非神与他们同去，否则他们就宁愿留在那里不

动。要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往前冲，那是非常愚蠢的；凭着自己的力量往前，替自

己找出路，同样是很愚蠢的。我们无论往何处，都需要神的同在。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

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

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

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出

埃及记 33：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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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心中渴慕，所以他就祷告说，愿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也应当是你我的祷告：愿

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好让我们可以稍微看到一点你的荣耀。我们太属世了，天天缠

在人为的事情及人所造的事物之中，或在我们自己的工作里。我们多么需要看见神的荣

耀，让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保罗曾经像约翰那样，看到一点神在天上的荣耀。这荣耀完完全全改变了他的一生，从那

以后，地上的事物都不能满足保罗的心。一个人怎么可能在看过神为他预备的荣耀之后，

还满足于地上的快乐呢？「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我为你们每一位祷告，愿神用祂的方法让你看见祂的荣耀，使你不满足于世上的事物，不

满足于陈旧的物质上的快乐；心里只有一个渴慕，就是想往进入神同在的荣耀。主啊，求

你向我显现你的荣耀给我看；在你的百姓面前显现你的荣耀。这是多么好的祷告。人们为

什么不多来祈求看见神的荣耀？

摩西祷告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们看。」所以神就应许摩西：祂的恩慈会从

摩西面前经过。然后，祂就会宣告祂的名。这是犹太人深深敬畏的名字，他们如此敬畏神

的名，甚至不敢说出神圣的名字来，以致神的名字现在不能拼写出来。

当以色列的文士们抄到神的名的时候，就会省略掉元音，只抄下辅音（子音）字母，所以

在旧约里面，神的名字只有「Y-H-V-H」四个辅间（子音）。它们被放在一起没有元音，

所以没有办法拼出来。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最初的元音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太确定神的

名字到底是雅威，还是耶和华。我们只能推测这个名字怎么发音。

神说︰「我要向你们宣告我的名，」而文士们抄到这个名字的辅音（子音）时，会停下



9/20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

笔，去洗澡，换衣服，再把笔洗干净吸入新墨汁，最后才写神的名字，

你可以想象文士们写到耶和华的名字出现多次的圣经段落时，要洗多少次澡。这个说明犹

太人是多么敬重神之名，认为这个神圣的名字甚至不应该从人的嘴中读出来。

而当犹太人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会先敬畏地低下头再轻声念出来。这是不可以随便

念出来的神圣的名字，所以犹太人只能轻声地提到祂。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事物比

神的名字更加崇高。

但神自己宣告说：「我将荣耀我的话，超过我的名。」可见，神把自己的话列在更高的地

位上。凭心而论，我不敢擅自改动神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随便删改神的话。神都

在尊重祂的话，我绝对不敢随便删改神的话。

我知道你们不少人喜欢英文版生命圣经（The Living Bible），我也觉得有许多地方都译得

很好。可是我觉得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的翻译却近乎是亵渎神。

十三章第六节本来是：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

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英文生命版把它译作：你背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

是在我朋友家中吵架所受得伤。他们说，这段圣经反正不是指的基督嘛，那如果不是指的

基督，下面一节指的什么意思呢？

下一节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新约

引用这节经文，指的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捉拿时，门徒们都离开祂逃跑了。这就应验

了经上的这段话。因此，撒迦利亚书十三章这节经文是就弥赛亚说的，但是英文生命版的

译者却随意改变了神的意思。我是不敢随便删改神的话，因为神自己都看重祂的话，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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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名。

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这里，神说：「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以色列人说，唯有大祭司

知道怎样念神的名，他一年只在赎罪日的时候念一次。在那日，当赎罪的羔羊消失在旷野

里的消息传回来时，所有的喇叭都会吹响，百姓也都高声赞美神。这时，大祭司就会宣告

神的名。因为有许多欢呼的声音，所以没有人听得见他说什么。这样，就没人会拼神圣的

名字。

神给了自己的名字极大的荣耀，但祂更看重祂的话。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向摩西宣告祂

自己的恩慈和怜悯：

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盘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

放在盘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

却不得见我的面。」（出埃及记 33：21-23）

摩西祷告说：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神就应许让祂的荣耀经过摩西，让摩西就可以看见耶

和华背后余下的光辉。下面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第三十四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你摔碎的那版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

这版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奈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

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版，和先前

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版。耶和华在云中降

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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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

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出埃及记 34：1－7）

有一些人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旧约的神，一个新约的神。他们说：「旧约的神是易发怒的

神，审判的神，所以他们喜欢新约的神，祂充满了赦免，恩典与仁慈，」这些人看见两个

神，一个旧约的神，一个新约的神。

可是在旧约里面，也能看见神的恩典，有怜悯。比如在这里，神向摩西宣告祂有恩典，有

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祂为千万人存留丰盛的慈爱，赦免人的罪孽和过犯。

神宣告祂丰盛的恩典，怜悯，赦免，良善与真理的语气是多么地肯定，难道我们还能怀疑

吗？

那些以为新约的神完完全全充满了爱和恩典，废止了死刑的人，最好去读一读启示录。他

们将会发现新约的神也是审判的神，是一位将要再来，并会因着人的罪发怒的神。

不错，恩典与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彰显给了我们。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

惟有战惧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

怜恤而死；何况人践踏 神的儿子，将那使祂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

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希伯来书 10：27－29，31）

这不是先知以赛亚在大发雷霆，而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宣告神的审判必会临到那些，拒绝

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神的恩典和怜悯的人。

所以，旧约中也启示给了我们一位充满恩典，怜悯，不轻易发怒，赦免人过犯的神；在新



12/20

出埃及记第三十三至三十四章

约中也启示了我们一位会发怒，并要进行审判的神。祂们是同一位神，并非两位神。

人们通常只读出他们自己想要读的神。但事实上旧约和新约都显示出神是一位有恩典，有

恩慈，有怜悯的神，祂也是一位会发怒，会审判的神。除非人真心悔改，否则神绝对不会

赦免人的罪。耶稣一再强调，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

有不少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有关神的戒命的经

文里可以澄清一点它的意思。神说他们是硬着颈项的百姓，是一直犯罪的。

令人悲哀的是，父母亲犯的罪的确会影响到孩子。这种情形随处可见。比如离婚的家庭，

真正的受害者是孩子。如果你让我去我们教会附设学校坐着观察一天，我就可以告诉你那

些孩子出自破碎的家庭。很简单，你只要观察他们的特点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的父母

亲不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愿改善他们的婚姻关系，使他们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当然很可悲的是现在的家庭都面临很多的压力。离婚变成了非常容易的事情。家庭面临很

多的压力，使爱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变得面目全非。我听厌了别人说：我不再爱他了。

这话语的后面是一颗刚硬的心，不愿意让婚姻继续下去的灵。使孩子们不得不因着父母的

罪而受苦。

还有一些情形，小孩子所受的苦更大。比如有的母亲怀孕时已吸毒上瘾，她们的孩子出生

后，就有吸毒的瘾，不得不去戒毒所。这些都是父母的罪转到孩子身上，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

你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观点看，今天许多人的生活没办法上正轨，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身上

有太多问题，生活太混乱。很多女孩子有很多感情上的困扰，因为她们愚昧的父亲曾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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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身上进行性强暴。这就是圣经上说的「逆性的情欲」。任何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女儿产生

性欲都是变态。他所犯的罪会使他的女儿在心理上受到很大的摧残。

很多女孩子就是因为父亲的愚昧，长大后心理上背负着巨大的创伤，她们难以调整好自

己，过正常的感情生活。我简直无法想象一个父亲糟蹋自己的女儿，或对自己的女儿产生

这种非分之想。这实在过于病态，我甚至无法想象。当然更糟糕的是，有些父亲对自己的

儿子进行性侵犯。这明显也是一种病，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使他们的心理受到

极大的摧残，使他们一生都蒙上污秽。

感谢神赐给我们大能的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愚昧的父母所犯的罪糟蹋混乱的人心，唯有靠

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清理纠正过来。若不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不知这个世界要比今天

混乱多少倍。因为竟然有父母这样愚昧地犯罪糟蹋自己的儿女。

一个人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奇妙圣工，得到了完全的洁净和释放，

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

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入全新的奇妙的生命，只有祂才能抚

平你孩童时期的心理创伤。

有许多年青人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儿童时期，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将之封闭了起来。他们与

父母的关系太反常，所以他们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童年时代封闭起来。他们没办法谈及自己

的童年，因为他们从父母亲所受的创伤太深了，不得不设法将它掩盖起来。这些往事就被

压抑，隐藏到了他们的心灵深处。

这样我们看见，一个很悲惨事实是，父母所犯的罪会延续到儿女身上，使他们的儿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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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的牺牲品。感谢神，祂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祂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洗净我们。

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在得洁净，罪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心理学或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通常会从自己的父母身上获得其社会角色，也就是

说，如果做父母的总是愚蠢地犯某种罪，他们的孩子通常也会犯同样的罪，因为他们总是

在效法父母的生活模式。除非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里面，除非福音的大能给他们带来大

的改变，否则孩子们总会效法他眼前的榜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看看当今我们周围腐

败的世界，多么需要耶稣基督荣耀的救恩，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深渊，并带领我们成长。

我是多么感谢神让我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我的父母都是委身于神的基督徒，我

真的非常感谢神。在神给我的祝福清单上，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我有一个敬虔的家庭。

我越来越感谢神，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些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充满爱的家庭，从来没机

会知道什么是敬虔家庭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读第八到第九节：

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阿，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硬

着颈项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出埃及记 34：8

－9）

摩西的要求真是不少。他说：「主啊，我见过了你的荣耀。你亲自从我身边走过，又宣告

了你的名字。现在，主啊，求你来与百姓同行，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你的产业。这

也是我的祷告。主啊，既然你以我为你的产业，请你也将这硬着颈项的百姓当作你的产

业。」

圣经记载说，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为以弗所人祷告的——愿他们能知道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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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的意思是说：愿你们知道神是何等地看重你。

摩西正是在对神说：「耶和华啊，请你接受这些百姓，看重他们如同你的产业一样。」如

果你真正知道神多么看重你，就一定会感到惊讶万分。

但愿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所付的价格有多么地昂贵。祂是那么看重你，甚至差遣祂自己的独

生子为你的罪而死，好把你带来归给祂自己。这就是神多么看重你，祂为你牺牲了自己的

儿子。我无法了解为什么神这样看中我，我真的没办法解释。

每当想到神竟然这样看重我的价值，我就会像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低头站立，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能做的就是带着惊愕与敬畏低头敬拜神。神既然爱我，关心我，如此看重我，以

至于为了救赎我牺牲了祂的儿子，我是何等感谢神，赞美神。

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在你四

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今天所吩咐你

的，你要谨守。」（出埃及记 34：10－11）

现在神说：「谨守」而不只是说「看」。这是不同的。神不是说看我的命令吩咐你的。而

是说谨守，意思是要听了之后要遵行。

「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你要谨

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

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名为忌邪者。」

（出埃及记 34：11－14）

有很多人对神给以色列人的命令感到困惑。就是祂说：要灭绝那地的百姓，不可与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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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不可签订和平条约，要进去将他们全速灭绝等等。他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将当地

的百姓完全灭绝。他们认为神常常犯错误，批评神要灭绝这些人，不让以色列人与他们签

订和平条约。

耶和华命令以色列人砍掉他们的偶像，全数毁灭，砍掉他们的木偶。那么，他们在木偶前

做什么呢？在高处做什么呢？他们究竟如何敬拜他们的神呢？

如果去耶路撒冷 历史博物馆，你就会在楼下的一个地方看见考古学家们挖出来的，以色列

文化之前，迦南人时期的古物。在一些箱子里面，你会发现很多小小的代表巴力的神像。

当你看到这些代表巴力的小偶时，就会发现他们总是两手重迭，掌心朝上的姿势。而这些

神像都是用铁，或石头做成。在给这些偶像献祭时，迦南人会先把这些神像放在火里烧，

直到它们变红为止。然后，就把他们的婴孩放在巴力的手里，让他们活活烫死。用人来作

祭物是他们的献祭方式。此外，他们还有许多其他非常淫荡的仪式。

在这种拜偶像过程中，他们很快就会毁灭自己。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社会败坏到这种地步，

还会生存很长时间。所以他们迟早会把自己完全毁灭掉。但是，如果让以色列人与当地这

些人立约，住在他们中间，神的百姓就会受到他们败坏的敬拜习俗的影响。所以神吩咐他

们要除灭当地的所有居民，以保护神的百姓不被当地人的疯狂罪行污染。

比如我们学校雇你中午来做监督，在外面看护小孩子。当这些美丽可爱的孩子在操场上玩

耍，蹦蹦跳跳，互相追逐时，突然，不远处来了一只口吐白沫的疯狗，追着要咬那些孩子

们，你怎么办呢？你只有把这只疯狗抓住杀掉，这会被判有罪吗？你当然不会被判有罪。

我本人非常喜欢狗。但是如果这只狗有狂犬病，不久就会死掉，而我不把这只疯狗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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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会伤害这些美丽又天真的小朋友；如果我不采取行动来阻止它，这只小狗就会伤害操

场上许许多多的小朋友，把狂犬病传到他们身上，使他们也死于狂犬病。

所以我有足够的理由，合法地杀死那只疯狗，这样它就不会伤害那些无辜的孩子。没有人

会责怪我，因为他们知道这只疯狗迟早也会死于狂犬病。

神吩咐百姓灭绝迦南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是受感染的不是狗，而是被一整套宗教体系污

染的人，他们正在毁灭自己。神下令灭绝他们是为了保护祂所带领的无辜的儿女，他们要

进入那地并继承那地为业。神要看顾祂的儿女，所以就吩咐他们消灭当地的居民，不与他

们立约。以下第十五到十七节说：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

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

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出埃及记 34：15－17）

在迦南地有各种各样的偶像，你不可为自己铸造这样的偶像。

「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因为你是这

亚笔月内出了埃及。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公的都是我

的。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

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出埃及记 34：18－20）

你头生的儿子要从神那里赎回来，他一生下就自动属于神了。你记得头生的儿子本来就是

一家的祭司，是属于神的，现在神已经设立了利未支派为祭司，所以如果你要得回你首生

的儿子，就必须从神那里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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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六日要作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在收割初熟麦子的时

候，要守七七节。」（出埃及记 34：21－22）

在六月份，逾越节过后第五十天，就是七个礼拜过后的次日，就是七七节。在这个节里，

他们要收割冬天初熟的麦子。因此，这类似于一种感恩节。

「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出埃

及记 34：22－23）

如果整个国家都敬拜神，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整个国家完全委身给神，全国的男人一年

三次都聚积在神的面前，一起敬拜神，那是多么荣耀啊！以色列人就是一年三次来到神面

前。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必

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逾越节的祭物，也不

可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出埃及记 34：24－26）

神所要的是地里初熟的果子，不是余剩的果子。有人说：哦，让我看看我们自己需要多

少，如果我们够了，那剩下的可以给神，不是这样的，要将你们地里的初熟之物拿来献给

神。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

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

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版上。（出埃及记 34：26－28）

你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四十天不吃饭，不喝水。从自然的情形来看是不可能，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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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有多大呢？神可以使摩西四十天不吃饭，不喝水而仍然活着，在肉身里面不可能，但

我们的神是有奇妙能力的神，祂能够叫息自然规律暂时靠边站，不起作用。

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你们照样四十天不吃饭不喝水。一般的人不吃饭不喝水，熬不过九天就

会虚脱而死。但是在神的能力支持下，摩西可以做到。他能这样做实在是一个神迹。我相

信这是事实，因为圣经说这件事情发生了。神能够行神迹，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但如果

偶像能够行神迹，我就会怀疑。第二十九到三十五节：

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版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

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

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近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

西奈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

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

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

就揭去帕子。（出埃及记 34：29－35）

摩西出去与以色列百姓讲话时，就用帕子把脸蒙上，因为他的脸皮发光。他去见耶和华的

时候，就把帕子除掉。

新约里面曾经两次提到这个帕子。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摩西要盖上这个帕子，是因为他

脸上放光，使人们不能看吗？不是的。

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摩西盖上这个帕子，是为了不让以色列人看见容光的消失。那个容

光会褪去，是因为神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人另立好新约时，神所赐的律法就会过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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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看不见旧约要被废去，是因为他们心里盖上了帕子的缘故。

保罗接着说，直到今日，这帕子仍然在他们心上。他们看不见在耶稣基督里的神的真理。

当神要对他们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他们仍然盖着一层帕子，结果看不见耶稣基督就是神

应许他们的弥赛亚。他们的眼睛因为蒙着这一层帕子而不能接受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出

埃及三十四章就讲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