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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摩⻄回埃及 -- 神的召唤与差遣 

本章段落 

3:1-10   神显现、摩西近前 

3:11-4:17 神召唤、摩西拒绝 

4:18-31  神差遣、摩西服从 

属灵原则 

P1 神按着祂的主权主动寻找我们  

P2 神乐意使用卑微的器皿  

P3 神给你的召唤也是你家人的召唤  

上⼀课… 

进⼊第三章的时候，摩西已经在⽶甸寄居了四⼗年；这期间神没有向他说

话，直到摩西学会了谦卑和等候的功课，神不单向他显现，还向他作了⼀个空

前绝后的⾃我启⽰，就在 3:14。神要摩西认识祂，从⽽可以忠⼼到底地执⾏神

的使命。神教导摩西的⾸两个属性是圣洁和信实。 

A.  神显现、摩⻄近前 3:1-10  

1.  烧不尽的荆棘 3:  1-3  

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 神见他过去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3:3,4 

圣经⼀般⽤⽕象征神的⼤能，⽐如神以⽕为仆役（诗篇 104:4）；圣经也⽤⽕

烧象征炼净罪恶，⽐如末世有形的物质都要被烈⽕销化（彼后 3:12）。（参：士师记

13:20，代下 7:1-2；结 1:4-28；但 7:9-10；来 12:29） 

烧不尽的荆棘是神⽤来引起摩西注意的媒介。神没有在何烈⼭上兴起烈

⽕，⽽是⽤⼀棵旷野常见的荆棘树，很可能是要试验摩西是否对神的事感兴

趣。⽽摩西也注意到这荆棘被⽕烧着却没有烧坏，并且意识到这⾮凡的⼩景象

蕴藏着伟⼤的启⽰，他决定「过去」，就是搁下⽺群，离开原路，近前去看个

究竟。 

请注意，当摩西听见呼叫他的名字，不是⽤过去四⼗年所说的⽶甸语回

应，⽽是⽤希伯来语「Hineini」回应。「Hineini」是对呼唤者尊敬的答应，特

别⽤于下对上或挚爱者的答应。这表⽰摩西已经觉悟到是耶和华在呼唤祂。感

谢主，四⼗年恬静的旷野⽣活并没有把摩西的属灵知觉⿇⽊了。 

今天，我们每⽇的⽣活中也有烧不尽的荆棘丛——神的作为与同在，可

惜我们因不是让繁忙的⽣活就是让平静的⽣活使我们对神漠不关⼼，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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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神。⽐如，⼀位刚信主的弟兄戒了烟；⼀位爱论长短姐妹变得温柔谦和；

⼝渴的⼈有⼈递给你⼀杯⽔；孤单的⼈有⼈坐在他⾝旁；犯错懊悔的⼈听见

「我原谅你」…等都是神的作为。关注神的作为的⼈往往能看见神的同在。让

我们学像摩西，当看见⾮凡的现象，就放下⼿中的⼯作「过去」观看，也必能

像摩西⼀样看见了神。 

2.  分别为圣之地 3:4-6  

神阻⽌摩西靠近荆棘，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

之地是圣地。」3: 5 

创造主神是超越受造之物、也是全然圣洁的。神的圣洁在于祂的全然公义，以

及祂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燃烧的荆棘是「神下来」所创造的世界的体现

3:8，神学上称为神的临在性 immanence  。这不是新纪元提倡的神普遍存在有形

物质的「泛神论」。创造主当然是超越祂所造之物 Transcendence，也可以随

⼰意⾏地「下来」向⼈显现。在新约⾥，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最威严、美丽、

富有智慧的体现就是道成⾁⾝、全⼈全神的耶稣基督⾝上—— 他是「以马内

利」神与⼈同在。主耶稣除了没有罪性和罪⾏外凡事都与我们相同，却同时拥

有神的权能命令⼤⾃然、赶⿁、叫死⼈复活；如约翰所说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 1:14a）  

当神进⼊世界，所显现的地⽅就因着神的同在⽽分别出来。脱鞋是近东社会下

对上表⽰崇敬的礼仪，尤其是在宗教圣地，⽐如埃及、回教徒、犹太教（部分地

区）。神要求摩西脱鞋，后来也向约书亚提出同样要求（书 5:15），可见神很在意⼈以什

么态度挨近神。我们在敬拜和礼仪都要以敬畏和尊崇的⼼「近前」去，像「摩西蒙上

脸，因为怕见神」3:6  

3.  神下来拯救祂的百姓 3:7-10  

神向摩西显露祂不可侵犯的圣洁后，接着显露祂的信实。神没有忘记祂与亚伯

拉罕所⽴的约，第 7 ⾄ 10 节让我们看见⼀连串神的动作：「我看见…我听见…我知

道…我下来…我要救…我要领…我要打发…」（注：圣经中以⼈的动作形容神的⼯作

时，称为「拟⼈论」 anthropomorphism） 

第 15 ⾄ 22 节是神对以⾊列出埃及的争战过程的预⾔，也是第四章⾄⼗五章圣

经的缩影。 

在促使⼈与神和好的⼯作上，神总是采取主动，无论是⼈类整体或是个⼈，神

⼀向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亚当犯罪躲避神的时候，神主动寻找他「你在哪里？」（创

3:9）神把⼈从祂的⾯前赶出前就应许⼀位救主带领他们回归（创 3:15）；接着，神主动呼

召亚伯拉罕，与他⽴约；其后，神主动在别是巴向以撒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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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创 26:24）；⼜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

的神」（创 28:13）；如今神主动向摩西显现，「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3:6，启动拯救以⾊列⼈出埃及的计划，进⼀步成就给⼈类的拯救。「我们爱，因为神先

爱我们。」（约一 4:19）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仍然采取主动使⼈与祂和好，祂也不会向真⼼寻求祂

的⼈掩⾯ (雅 4:8；太 7:7,8)。即使当你感到神忽略了你，事实上神既然拯救了你，祂就不会

放弃在你⾝上的⼯作。你要常常亲近主，⾏祂的道，神必然与你同在。 

P1 神按着祂的主权主动寻找我们  

「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3 : 1 0 这是

神的差遣，但摩西仍然不愿意接受，他五次⽤不同道理由来拒绝神。我们会觉得这

五个理由很熟悉，因为我们也曾经⽤它们来谢绝参与圣⼯。 

B.  神召唤、摩⻄拒绝 3:11-4:17  

第一个理由 3:11-12 我是什么人？我的资历不够好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3:11 

摩西不再像当初⼀样⾃认是最佳⼈选，他看⾃⼰是⼀个⾝份低微的牧⽺⼈、流亡

者、失败的⼈。 

今天我们也说：「我的资历不够好。」 

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3:12 

第二个理由 3:13-22 我对神的认识不够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3：13 

摩西是出于恐怕以⾊列⼈不信任他，所以预想他们会向他提问神的名字。今天我们

也说：「我对神的认识不够，没有神学装备」 

但没想到神竟然把祂⾄⾼的名向摩西启⽰出来，「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

3:14「他们必听你的话…」3:18「自有永有」有极深的意思，它回答了⼈对神的许多疑

问，⽐如：神从哪⾥来、神如何⽣存、神会不会被毁灭、神需要⼈的敬拜、奉献、

祷告来加添祂的⼒量吗、神会不会反悔… 神的启⽰与⼈臆想的宗教全然不同。 

a)  神本来就存在。祂从起初就存在，祂没有开始，因为祂不是受造之物，⼀

切受造之物都有其开始。 神也不会停⽌存在，祂永远都存在。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篇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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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启 1:8） 

b)  神是⾃给⾃⾜的。神不会有任何缺乏。神不需要⼈的奉献和敬拜，但祂喜

悦它们。⼈给神的赞美、奉献、服侍都不能加添神的荣耀，因为荣耀全是

从神⽽来。「荣耀神」是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不是加添。若我们以为主

耶稣需要你帮忙祂的教会做事，那是⾮常荒谬的，权能神需要我们的帮助

吗？我们若为主做事时，是因神要赐福我们，使我们受益，神决不从⼈受

益。  

c)  神永不改变。神的属性不但从不改变，神向我们所怀的旨意也不改变。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 13:8） 

「惟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诗篇 102:27） 

第四个理由 4:1-9  他们不会信认我  

摩西却对神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4:1  

今天我们是不是推辞着说：「别⼈不会听我的。」 

神以三个神迹来回答：把杖变蛇、⼿长⼤⿇风、河⽔变⾎。（4:2-9）这三个神迹

是神救赎的象征：蛇象征撒但、⼤⿇风象征罪、⾎象征基督的救赎。 

这三个神迹不是⽤来⽰范摩西的能⼒，因为摩西根本没有⾏神迹奇事的能⼒，

那是⽤以见证摩西是耶和华所差遣的⼈，正如教会诞⽣时主耶稣赐予门徒⾏神

迹的能⼒来证实所传的道：「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可 16:20）。 

摩西⼿中的杖是⼀根普通的牧⽺杖。但在神的命令下竟然变成了⼀条蛇。当摩

西⽤⼿拿住蛇的尾巴，杖就还原了。⼈捉蛇是拿住蛇头，拿住蛇尾必被蛇攻

击。这进⼀步地证实了这是神的作为。这杖称为神的杖（4:20），它也是摩西在把

红海分开、打败亚玛⼒⼈以及叫磐⽯出⽔所使⽤的那杖。 

这三个神迹向摩西彰显了神的⼤能。更重要的是，它给摩西复习了⼀个旧功课

（神显现在普通的荆棘树中）： 

 P2  神乐意使用卑微的器皿 

你我都不配服侍这位⾃有永有的创造主。但神乐意让我们事奉他。神藉着祂的

灵住在我们⾥⾯，我们就像烧不尽的荆棘被洁净了，⼜像摩西的杖，有神能与

我们同在。唯有当我们虚⼼看⾃⼰是卑微的，才能成为圣器⽫。 

第四个理由 4:10-12 我没有所需的恩赐  

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

笨舌的。」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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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推辞圣⼯时说：「我没有所需的恩赐。」 

神的回答是：「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4:12 

这使我们联想起主耶稣提到门徒将来所要受的逼迫时，也这么说：「你们被交的

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太 10:19，路 12:12）

我们从《使徒⾏传》的记载看见，保罗、彼得等⼈在犹太公会和罗马政权⾯

前，都不为⾃⼰得释放辩解，⽽是为在场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圣

灵所赐的勇⽓和能⼒。  

《以弗所书》4:7-12 告诉我们，「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主)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意识到⾃⼰没有做⼯

的恩赐是做主⼯的先决条件。⼀个骄傲的⼈会接着说：「神啊，我做不来，不

要差我做。」⽽⼀个谦卑的⼈则说：「主啊，我做不来，求你加添⼒量！」 

第五个理由 4:13-17 为什么不差别人呢？ 

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4:13 这话在希伯来⽂⾥是⼀种谚语

格式，圣经⾥有许多的例⼦。⽐如：「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33:19、「往他们能往的地

方去」（撒上 23:13）、「往你可往的地方去」（王下 8:1）等。 

「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的隐意是：「为什么不差别⼈呢？」表明摩西是

因拒绝不了⽽勉强遵命。今天我们不也常常主说：「找别⼈做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4:14   但神仍然体恤摩西的软弱，愿意使⽤他；神委派亚伦作

摩西和百姓的「代⾔⼈」也是「见证⼈」，但亚伦必须视摩西为神的「⼝」，

摩西所说的话是从神来的；亚伦则作摩西的「⼝」，向百姓转达摩西的话，叫

百姓因信任亚伦⽽相信摩西。 

今天许多基督徒以为神是爱，不会向⼈发怒。圣经告诉我们，世⼈顽梗⾏恶时

就是在为⾃⼰积蓄神的忿怒，等候神震怒的⽇⼦临到（罗 2:5）。神的⼉⼥不顺服

神的时候，天⽗会向发怒，管教我们，这是以⾊列民族的历史见证。愿我们多

认识神、能摸着神的肺腑。 

摩西不敢再拒绝神，「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4:20    

愿我们在受到圣灵责备时也都愿意顺服神。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这五个原因摩西不愿回埃及的借⼝。或许摩西不想⾯对他所辜

负的埃及⼈，也不愿⾯对辜负他的以⾊列⼈。我们若看⼈做事，很多时候感到受挫

⽽不愿事奉主。让我们把⼼思和眼光放在主的⾝上，做主忠⼼的器⽫，⼀⼼成就主

的⼼意。 

摩西的⼀再拒绝，让我们看到摩西在这四⼗年的等候⾥认识到⼀件事：他不是以⾊列

⼈的救主，以⾊列⼈真正的救赎主是神⾃⼰。然⽽，拒绝不是谦卑的表现，很多时候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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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骄傲的表现，因为怕做得不好，没有掌声和喝彩，在⼈们⼼⽬中形象失⾊。当摩西从⼼

⾥顺服神的那⼀刻，才是谦卑的表现。所以纵使摩西⼀再推辞，神仍愿意使⽤他。 

C.  神差遣、摩⻄服从 4:18-31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4:20 

在神的指⽰下，摩西带着妻⼦西坡拉和两个⼉⼦，启程到埃及去。过了四⼗

年，有权柄拿⼑杀摩西的⼈都已经死了 4:19；按着神的时间表进⾏是最稳妥的，因

为神不会让我们经历不必要的危险。「摩西⼿⾥拿着神的杖」表⽰神与摩西同去，也

表⽰摩西不只是探亲，⽽是去争战，把神的百姓带出为奴之地，但是不是靠他⾃⼰

的意念和⽅法，⽽是与神同⼯，照着神的时间和⽅法做。 

第 24-26 节经⽂是耐⼈寻味的。第 24 节「耶和华想要杀他」释经家多数认为神

使摩西患上⼀个致命的重病。神为什么要杀摩西呢？显然是与摩西⼉⼦的割礼有

关，因为 v.26 说当西坡拉割下了⼉⼦的阳⽪后，神就放了摩西，之后摩西把西坡

拉和两个⼉⼦差回⽶甸（18:2）。我们看见：  

i. 西坡拉看见摩西遇难，马上割下⼉⼦的阳⽪；显然夫妻之前曾讨论给⼉⼦割礼

的事；(古时多⽤⽕⽯做成的⼑⼦⾏割礼；参 书 5:2) 

ii. 西坡拉说：「你真是我的血郎了」（朗就是丈夫）。语⽓中含着无奈的屈服，

以及对割礼的厌恶。 

摩西因着西坡拉的反对⽽没有为⼉⼦⾏割礼。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约的记

号，也是作神⼦民的记号，没有割礼的以⾊列⼈都是违背了神的约，要从民中被剪

除（创 17:10-14）。摩西显然是为了保持家中的和谐，迁就西坡拉，没有坚持为⼉⼦⾏

割礼。摩西将是神律法的颁布者和执⾏者，若他不把律法看为⾄尊，以⾊列⼈⼜怎

会尊重律法、敬畏耶和华、遵守祂的约？主耶稣也是这样警戒我们：「人在最小的事

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 16:10  罪能在防备森严的

⼼灵找⼩裂缝渗透进去，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件⼩事，免得我们得罪神。  

这⾥也让我们进⼀步认识神的召唤和差遣。神若差遣你，祂也帮助你预备你的家⼈

⼀起来承接神的使命，因为神既赐给我们家庭是来和我们⼀起承受⽣命之恩（彼前

3:7）。西坡拉因着不与摩西同⼼，⼏乎连累了摩西失去他的召唤和⽣命，这是我们作丈

夫、妻⼦、⼉⼥的警戒。惟有⼀同顺服神的召唤和差遣，才能⼀同领受神的赏赐和福分。

我们也要谨慎，总要以神为⼤，不能爱娇妻⼉⼥胜过爱神。 

P3  神给你的呼召也是给你家人的呼召 

「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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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按着神所说的发⽣：神吩咐亚伦出来在何烈⼭与摩西会⾯，亚伦见到摩西就

欢喜，彼此亲嘴，正如神所说的 4:14, 27；他们同去与以⾊列长⽼会⾯，长⽼也相信并且听

从摩西和亚伦，正如神所说的 3:18；当亚伦转述他从摩西所听见耶和华的话，⼜看了他

们所⾏的神迹（前⾯所记载的三个神迹），「百姓就信了」，正如神所说的 4:31   。请

注意：这些神迹本⾝不是他们此⾏的⽬的，⽽是神为祂所差遣的仆⼈的见证以及神

所要为以⾊列所做的事，就是: 

「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

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3:17  

D.  ⼩结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事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3: 
12 

神把以⾊列⼈从埃及为奴之地释放出来，是要他们事奉耶和华神，作神的见证⼈。

接下来，我们将会看见神在把他们带进迦南地之前，先把他们带到西奈⼭，在那⾥赐下律

法、与他们⽴约（第 24 章）；然后指⽰他们为耶和华建造会幕和献祭，教导他们亲近神的⽣

活。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罗 6:18） 

我们不是作罪的奴仆，就是作义的奴仆；罪的奴仆是被罪捆绑着、⾝不由主地听命

于那毁灭者撒但，即使⾃称为无神论者，也是撒但轭下的奴隶，「…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

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弗 2:2）。义的奴仆因出

于爱救主耶稣基督， 就⾃愿地服事祂、喜乐地敬拜祂、忠⼼地跟随祂、勇敢地见证祂。圣

弟兄姐妹，让我们⽤⼼认识神，⼀起快乐地作义的奴仆，忠⼼服事主耶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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