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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儿子约拿单
他对律法很有兴趣



故事
 
01. 在旷野中跋涉
02. 吗哪
03. 上帝的杖
04. 叶忒罗到访
05. 荣耀的相遇
06. 金牛犊
07. 一个新的开始



1
在旷野中跋涉

以利以谢对父亲摩西说：“爸爸，真太棒了！红海被分开了，海
水就像两堵高高的水墙，立在两边。水墙中间出现一条干路，我们所
有的百姓和牲畜都下海走在干地上。等我们上了岸，海水就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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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死了所有追赶我们的埃及人。”

革舜站在一旁问：“爸爸，我看见你向海伸杖，海水就分开了。
你拿的那枝杖一定有魔力！”

摩西回答儿子说：“哦，不，不，革舜，你错了，不是杖的魔
力，是耶和华上帝做的。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向耶和华唱的歌吗？‘耶
和华，祢吹海，水就高高地竖起。’所以要记着，那是耶和华上帝所
行的神迹。”

革舜兴奋地说：“爸爸，我都等不及，要进那个美好的、流奶与
蜜的应许之地了。我们很快就会到了，对吗？”

摩西回答说：“革舜，事情是这样的，一年前，当我在西乃旷野
牧放你外公叶忒罗的羊群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说：‘你把希伯来人从
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都要在这山上敬拜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
先到西乃山敬拜耶和华上帝。对了，孩子们，西乃山就在去你外公叶
忒罗家的路上。你妈妈和我想知道你们两个想不想跟着妈妈先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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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外公，你外公可是一定很想见见你们这两个外孙。你们可以在外公
家住一阵子，再到西乃山和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去应许之
地。”

革舜和以利以谢高兴地跳了起来。

忽然，以利以谢收起笑容，有点担心地对父亲摩西说：“爸爸，
我们要在外公家住一阵子，那么，你们可要在西乃山等等我们哦！”

摩西微笑地对以利以谢说：“哦，这你就放心了。你们走得快，
很快就可以到外公家。我呢，要带领这么多百姓，还有老人，有孩
子，还有很多牲畜，我们会走得很慢。你们在外公家住一段时间，你
外公会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会到西乃山，到时候他会让你们启程和
我们会面的，放心吧！”

以利以谢点点头，接着，他皱起眉头，担心地又问：“爸爸，你
不和我们一起去外公家，我们不会在旷野迷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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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摸摸他的头，回答说：“哈哈，这个呀，你们就不用担心
了！你们的妈妈会带你们到外公家去，然后到西乃山和我们会面。她
曾经在外公家放过羊，这旷野的路，她可熟悉啦！”

于是，摩西的妻子西坡拉，带着儿子革舜和以利以谢，启程去探
望她的父亲叶忒罗。

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往南走，进入了书珥的旷野。希伯来人十二个
支派的百姓带着牲畜，有绵羊、山羊、牛和驴，队伍中还有用牲口拉
的车，有的车装着帐棚和行李，车上也会坐着年幼的孩子和老人，和
那些不能长途跋涉的人。希伯来人的队伍排的长长的。

希伯来人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从埃及出发的时候，他们
的皮袋里是装满了水的。但是现在三天过去了，他们装水的皮袋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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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了，人们都非常口渴。

他们到了一个叫做玛拉的地方，在那里发现了水泉。百姓看见就
急忙跑上去喝水，但是，刚把水喝进嘴，就马上吐了出来。

百姓哭喊着说：“玛拉！玛拉！”“水是苦的，不能喝！”玛拉
的意思就是“苦涩”。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们喝什么？没有水喝！”

摩西呼求耶和华，说：“主啊，请给这些可怜的、干渴的百姓水
喝吧！”

耶和华指示摩西，把一个小树枝扔进水里，水就变甜了。百姓们
不但自己有水喝了，也给他们的牲畜喝足了水，还装满了盛水的皮
袋。

耶和华上帝看顾希伯来百姓，所以祂把苦水变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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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上帝告诉他们，一路上还有其他像苦水这样的困难，他们
的信心要受到试验。但是如果他们信靠并且顺服上帝，上帝就会一直
看顾他们。

耶和华上帝应许他们，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意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
所加在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希伯来人喝足了水，就继续往南走，他们走了几公里，来到一个
叫做以琳的美丽绿洲。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还有柽柳树
和金合欢树。希伯来人就在以琳的水边安营。

在那里，有一些商人和农民居住，希伯来百姓就能买到新鲜的水
果和蔬菜，储备一些食物。

以琳也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孩子们喜欢在凉爽的绿色草地上跑来
跑去，滚来滚去，他们爬到树上，看着鸟儿在树枝间飞来飞去。那个
时候，刚好是春天，冬天飞去非洲和阿拉伯南部的鸟儿都北上回来
了，而以琳这个绿洲就是鸟儿们的停留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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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的孩子们，有的时候，还能够看见优雅的长脚鹤站在水溏
里，水面上浮着睡莲，岸边的芦苇刚刚才长起来。

虽然大家都很喜欢以琳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目的地是西乃山，
所以就要继续启程。

摩西大声地吩咐希伯来百姓说：“做好准备！收拾营地！准备起
行！”

妇女们忙着捆好衣服和被褥，女孩子们都来帮助妈妈整理。男人
们把帐棚收起来，把牲畜赶在一起，给牲口套上鞍。

希伯来人再次出发，继续他们旷野的旅程。

犹大支派举着他们的旗子走在前面，百姓们带着牲畜，赶着牲口
拉着的装满行李的车。接着下来是以萨迦支派，他们也举着旗子，赶
着车，带着牲畜。后面跟着是西布伦支派、流便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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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人十二个支派，上百万的百姓，跟着各支派的旗子，赶着
他们的车，带着牲畜上路了。到处都能听见咩咩的羊叫声，还有哞哞
的牛叫声，还有母牛带着刚刚出生的小牛犊呢！

旷野里并不全是沙，有一些地方有树、有灌木和草地，偶尔还会
有水泉。即使没有下雨，早上也会有露水。所以这么多的牲畜还是可
以找到食物。不过，在旅程中，照顾牲畜要比管理百姓要容易得多。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14章13节-15章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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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希伯来人在到达应许之地以前需要先去哪里？为什么？

2 西坡拉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去探望谁？你有没有远方的亲人，你
去探望过他们吗？

3 玛拉的水有什么问题？上帝如何解决这问题？

4 上帝为希伯来人做了什么来证明他们可以信靠祂的供应？

5 你信任上帝为你做什么？

13



2
吗哪

希伯来人从以琳上路，到了以琳和西乃山中间，汛的旷
野。“汛”的意思是“有刺的荆棘”。成千上万的希伯来人来到这个
贫瘠的旷野，什么可以吃的东西都没有。百姓们害怕了，他们相信，
再没有食物，他们就会饿死在这里了。

于是，希伯来百姓向摩西和亚伦抱怨，说：“巴不得我们在埃及
地的时候，死在耶和华手下！我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坐在肉锅边，吃

14



得饱足。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了这旷野，又没有食物，你们是要叫
我们都饿死啊！”

耶和华上帝听到了百姓的怨言就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
给你们，百姓要每天出去，收取当天足够的粮食，我好试验他们遵不
遵守我所说的。到第六天他们要比平时多收一倍，预备作第七天安息
日的食物。”

摩西和亚伦就对希伯来人说：“耶和华听见你们向祂发怨言了，
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我们不算什么，你们的怨言是向耶和华
发的。”

摩西又说：“尽管你们发怨言，耶和华上帝还是对你们说：‘到
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
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到了黄昏，人们站在营地的帐棚外四处观望，彼此说：“说我们
黄昏有肉吃，肉在哪里呢？”

忽然，有人喊着说：“快看快看，那边有东西飞过来。黑压压的
一片，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大群在南方过冬的鹌鹑飞回来了。鹌鹑飞得很地，离地面
只有一米多高，很容易就被捉住。于是，希伯来人都从帐棚里出来捉
鹌鹑。然后，家家户户像除去鸡的毛那样整理鹌鹑，整理好了，放在
火上烤了吃。百姓们都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第二天早上，营地四周地上的露水消失的时候，地面上就出现很
多像白霜一样圆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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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们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说：“这是什么？”

摩西对百姓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百姓捡起来，尝了尝，就说：“嗯，是甜的，味道真好！”人们
就拿着盆子、罐子出去收取这些东西。

他们不知道，这倒底是什么，就称它为吗哪，意思是“这是什
么”。

摩西对百姓说：“耶和华的吩咐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
量，按帐棚里的人数收取，每人两公升。所收的不许留到早晨。”

不过，有些懒惰的人，就好像雅斤，他就对自己说：“每天都要
这么早起来，我做不到。对了，我一天收两天吃的吗哪。那我就用不
着每天都这么早起来了。”因此，雅斤和与他有同样想法的人，收取
了两天吃的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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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雅斤听见他的邻居们起来去收吗哪了，他就躺在帐
棚里想：“哦，我真的很聪明，现在我可以继续睡懒觉啦！”

太阳升起来了，地上的吗哪都融化了。这时，雅斤伸伸懒腰，从
垫子上慢慢地爬起来，很得意地说：“现在，我可以享用我的早餐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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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雅斤刚刚把罐子打开，昨天收取的吗哪的气味差点把他熏倒
了。他大喊着说：“哇，好恶心呐！实在太臭了！”更恐怖的是，他
看见罐子里有虫在爬！雅斤叫着，“啊，虫，有虫！”差点把手中的
罐子都摔在地上了。

摩西就向这些不听从上帝吩咐的百姓发怒。

这下，百姓们就都按着上帝的吩咐，每天早晨在太阳升起以前，
按着各人的饭量收取当天的吗哪了。

到了第六天，百姓收了双倍的吗哪，百姓的官长来报告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是这样说的：明天是安息日，是向耶和
华守的圣日。耶和华赐给你们的食物，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
煮了，剩下的留到明天吃。因为明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田里不
会有吗哪了。”

百姓就照摩西的吩咐，把准备好的吗哪留到第二天早晨。这些吗
哪没有发臭，也没有长虫子。

不过，百姓里还是有人在第六天没有收双倍的吗哪。到了第七天
早晨，他们想去收的时候，当然，他们什么也找不到。那个不听上帝
吩咐的雅斤，就是其中一个。

雅斤提着空罐子回到安静的营地，他着急地想：“要是今天没有
人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就要饿肚子了。”

耶和华不喜悦人违背祂的诫命，祂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
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我把安息日赐给了你们，所以第六日赐给
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你们各人都要住在家里，谁都不可离开自己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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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雅斤和那些不听上帝吩咐的人，这一天就没有东西吃，
只有饿肚子了。

你一定很想知道吗哪是什么样的吧！吗哪就像圆圆的香菜种子，
一粒一粒的，有三到五毫米那么大，颜色是白的，所以有人说它像珍
珠。它的味道尝起来甜甜的。百姓们把它从地上收集起来，用磨磨
细，或者用臼捣碎，放在锅里煮，或者烤成饼，饼的味道就像掺了蜜
的油饼。

尽管希伯来人，他们背叛上帝，上帝仍然用可口又有营养的食物
供应了他们四十年，一直到他们进到应许之地。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16章1-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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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希伯来百姓抱怨什么？上帝如何回应他们的抱怨？

2 “吗哪”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3 百姓什么时间可以收吗哪？留到第二天的吗哪会怎么样？

4 关于信靠上帝并存感恩的心，上帝对收取吗哪的吩咐教导了希
伯来人什么？

5 你今天为什么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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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帝的杖

希伯来众百姓们都遵耶和华的吩咐，从汛的旷野继续往前行。他
们人数众多，又赶着牲畜，因此一天走不了多远。他们白天赶路，到
了晚上，就支搭帐棚休息睡觉，一路上有耶和华赐下的鹌鹑和吗哪给
他们吃。不过，百姓皮袋里的水又快喝完了。那些水还是在上一个经
过的水泉那里装的。不过还好，他们马上就要到利非订了。百姓们听
说，利非订是一片绿洲，有很多棕榈树和水泉。到了那里，就有水喝
了。

当希伯来百姓们满怀希望地来到利非订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的
水泉都是干的。

百姓和牲畜都没有水喝，他们就又来和摩西争闹，说：“我们要
喝水，给我们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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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和我争闹，你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
呢？”

但是百姓不听摩西的话，继续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把
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想把我们都渴死。”

“你想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牲畜都渴死在这儿吗！”

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该怎么对待这百姓呢？他们几乎要拿
石头打死我了。”

耶和华就回答摩西说：“你要手里拿着先前我在埃及降十灾的时
候，击打尼罗河水的杖，你要带领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
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就必有水从磐
石里流出来，让百姓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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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按着耶和华的指示，他去到何烈山的磐石那里，在以色列的
长老眼前击打磐石。顷刻之间，水就像喷泉那样从磐石中涌流出来。
百姓们都喝足了水，又灌满了装水的皮带，还给牲畜也都喝足了水。

摩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米利巴，意思是“争闹”，因为百姓在这
里和摩西争闹。摩西又称那个地方叫作玛撒，意思是“试探”，因为
希伯来百姓在那里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
呢？”

希伯来百姓在利非订有了充足的水源，他们就在那里扎营，支搭
帐棚。

有一些身体软弱无力的希伯来百姓，他们走得太慢，落到了后
面，还没有到达营地。这时，有一个人慌慌忙忙地跑来见摩西，喘着
气对摩西说：“有人袭击我们！我们疲乏软弱，走得很慢，落在后

23



面。有一大群人从山坡上猛扑下来，杀死了我们好多百姓。”1

摩西很震惊，就问：“他们在哪里袭击你们？”

那人回答说：“我们是在利非订的山谷被袭击的。他们杀了我们
的人，抢走了一些东西，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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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曾经在这里牧羊四十年，他知道这些袭击他们的人是谁。所
以就马上派人去找以法莲支派的年轻首领约书亚。

摩西对约书亚说：“落在后面，疲乏软弱的百姓被人攻击了。我
知道，这是亚玛力人干的。每年夏天，这些亚玛力人都会带着他们的
牲畜，来到这个的草场放牧。因为他们每年都来，就以为这里的草场
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想把我们赶出去。我知道，亚玛力人经常四处游
荡，他们很凶恶残暴。明天他们一定会再来，我们必须准备好和他们
争战。但是，我太老了，不能带兵去打仗了。约书亚，你要为我选出
人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摩西称他的杖为“神的杖”，因为上帝曾用这杖行了很多神迹。
在希伯来百姓离开埃及，来到红海边的时候，上帝就让摩西在红海边
举杖。上帝就行神迹，分开了海水，在海里开出一条干的道路。而
且，上帝还让摩西用这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涌流出水给百姓喝。

约书亚挑选士兵，组成了军队。第二天黎明前，约书亚和士兵们
就准备好，保卫他们的家人和希伯来众百姓。

一名叫阿姆农的士兵收拾好行裝，就要出帐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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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对他说：“等等，你还没吃东西呢！约书亚还没有吹
号，还有时间。等一会儿，吗哪一降下来，我马上给你做饼。”阿姆
农的妻子边说，边往火里加了几根树枝。

阿姆农拿一边拿起武器，一边说：“没时间了，我不饿，不用吃
了。”

阿姆农的妻子拦住他，说：“哎，你不能空着肚子去打仗。啊，
吗哪降下来啦！我马上去收吗哪！”阿姆农的妻子抓起一个罐子，就
从帐棚里冲出去。其他士兵的妻子和母亲也都出来，收吗哪。

很快，阿姆农的妻子手里拿着吗哪做的饼，再加上一些鹌鹑肉，
递给阿姆农，说：“不吃东西会饿的，把这些带上，放进口袋里，还
有，这皮袋水。”说着还把一小皮袋水递给阿姆农。

约书亚的号声在营地里响起来了，各支派的士兵们立刻从帐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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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来集合。

约书亚在阵前对迎战亚玛力人的士兵们说：“今天，我们要去与
亚玛力人争战，保护我们的妻子、孩子、家人，和希伯来全体百姓。
我们要信靠耶和华，拿起武器，去争战。”

接着，约书亚指着旁边的山说：“摩西就站在这山上，他手里拿
着神的杖。记住，耶和华会赐给我们胜利！快看！亚玛力人他们来
了！我们去迎战！”

亚玛力人一边喊叫，一边从对面的山坡上冲下来。约书亚照着摩
西所吩咐的，带着希伯来军队和亚玛力人争战。

摩西和他的兄弟亚伦，还有犹大支派的一个领袖户珥，都在山顶
上。摩西什么时候举起拿杖的手，希伯来人就得胜，什么时候支持不
住了，手放下来休息的时候，亚玛力人就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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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摩西没有办法一直举着手，他也不能一直都站立着。在他身
边的亚伦和户珥就搬来一块大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亚伦和户珥在
摩西的身边，一边站一个，扶住摩西的双手，摩西的双手就稳住了，
一直举到太阳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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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带着希伯来人的军队，打败了亚玛力人，杀了亚玛力王。

摩西就筑了一座祭坛，归荣耀给上帝。

摩西对百姓说：“我要给这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是‘耶和
华是我的旌旗’。人们看见坛上的名字，就知道，希伯来百姓能得
胜，完全是靠耶和华的能力。要把荣耀单单归给耶和华上帝！”

1申命记：25章18-19节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17章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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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希伯来百姓在旷野用什么装水？你用什么装水？

2 谁被选中带领军队去迎战在到达利非订途中袭击希伯来人的敌
人？

3 在争战中，摩西会在哪里？他会做什么？

4 摩西想证明上帝才是真正在争战的那位，但他的手臂支撑不
住，摩西的帮手们做了什么？

5 像摩西这样的领袖需要他人的帮助，你如何帮助父母、老师或
你团体中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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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叶忒罗到访

摩西带着希伯来百姓从利非订起行，已经接近西乃山了。他们就
在那里的旷野安营。

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听说，摩西带着希伯来百姓很快就要到西乃山
了，就带着摩西的妻子，他的女儿西波拉，和两个外孙革舜和以利以
谢，去见摩西。

叶忒罗的仆人来到摩西的帐棚，告诉摩西说：“米甸的祭司叶忒
罗，带着你的妻子和儿子来见你了，他们马上就到。”

摩西立刻换上一件好袍子，出来迎见他的岳父。出门迎接客人，
这是对重要客人的礼貌。叶忒罗是米甸的祭司，是旷野中最重要的人
之一，同时，他也是摩西的岳父。

31



摩西向他的岳父叶忒罗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摩西也和妻
子西波拉、儿子革舜和以利以谢亲嘴。

叶忒罗和女婿摩西的关系非常好。四十年前，摩西从埃及逃出
来，逃到了米甸的旷野。他一个人独自在旷野流浪，没有家，没有朋
友。直到他在旷野遇见了叶忒罗的女儿们，见到叶忒罗。

叶忒罗让摩西为他牧羊，还把他最大的女儿西波拉嫁给了摩西。
于是，摩西就有了一个家。叶忒罗教了摩西很多在沙漠里生活的经
验，晚上，他们经常围着篝火聊天。四十年来，这位米甸智慧的老祭
司一直是摩西真正的朋友。

摩西带着他的家人们进了帐蓬之后，给他们端来了水果、坚果，
还有清凉的水。

大家坐下以后，叶忒罗就问摩西：“摩西，你是怎么带领希伯来
百姓从那个残暴的埃及法老王手中逃出来的？”

32



摩西回答说：“刚开始，埃及法老完全没有把我们的耶和华上帝
放在眼里。我去见法老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说：让我的百姓去旷
野，走三天的路去敬拜我。’法老王就耻笑说：‘耶和华是谁，让我
听祂的话？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希伯来人去！’”

摩西把耶和华为希伯来人能够离开埃及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
所降下的瘟疫和灾祸的事，都讲给了他岳父叶忒罗听。

摩西说：“法老王本来认为耶和华是毫无能力的小神，而他们埃
及的神才有能力。但是到了最后，法老王被耶和华的大能吓坏了，他
居然命令我们离开埃及。他喊着说：‘离开我的国家！连羊群牛群都
带走吧！’而且，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要百姓们
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让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
及人就给他们所要的。我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也都夺走了。我们离开
了埃及以后，法老王就后悔了。他不甘心释放希伯来人，他想希伯来
人继续做他的奴隶，因为，希伯来人一离开，他会失去几十万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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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作工，也没有人服侍他们了。于是，法老王带领马匹和战车追赶
我们。埃及人就在红海边上追上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前面是红
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我们真是无处可逃啊！但是，耶和华上帝我
们的神拯救了我们！”

摩西说着，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继续说：“原来在我们前面引导
我们的耶和华的云柱，转到我们后面，在我们和埃及人之间立住，使
埃及人无法接近我们。耶和华上帝又在我们的前面把红海分开啦！我
们就下到海中走干地，海水在我们两边成了高高的水墙！埃及人在后
面追赶我们，但耶和华使海水复原，就淹没了追赶我们的埃及全
军！”

叶忒罗高兴地说：“哦！这真是太奇妙了！”

摩西微笑地说：“还有更多呢！”

摩西就把在旷野路上所经历的神迹，也都讲给了他的岳父叶忒罗
听。

摩西说：“我们在旷野口渴了，耶和华从磐石中赐给我们水喝。
我们饿了，耶和华从天上赐我们食物。来来，你尝尝，这是咸鹌鹑
肉，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明天早上你还能够看见吗哪，也是耶和华
赐给我们的。”

摩西还把打败亚玛力人的故事告诉了叶忒罗，摩西说：“我们在
埃及的时候，都是奴隶，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但是，我们却能
打败亚玛力人，这都是耶和华上帝做的！”

叶忒罗睁大眼睛说：“摩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像你的耶和华上
帝这样行神迹的神，祂救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王的手。从这一切的
事上，我知道耶和华上帝比万神都大，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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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岳父叶忒罗就向耶和华献祭。亚伦和希伯来的众长老也都
来了，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一起享用祭物。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之前，西波拉带着革舜和以利以谢，手
里提着罐子出去收取吗哪。孩子们兴奋极了！地面好像覆盖着薄薄的
一层雪。革舜和以利以谢拿起一小撮吗哪，放进嘴里，以利以谢高兴
地转过身，对母亲西波拉说：“妈妈，这吗哪是甜甜的！”

革舜点着头说：“是的，妈妈，很好吃！我喜欢这个味道！”

他们收取了一天全家人所吃的吗哪，回到帐棚。革舜和以利以谢
跑到外祖父叶忒罗跟前，以利以谢说：“外公，你看，这就是吗
哪！”

革舜把盛吗哪的罐子递到外祖父叶忒罗的跟前，说：“外公你尝
尝，味道好极了！那，这里，你尝一下吧！”

叶忒罗把手伸进罐子里，拿出一点吗哪，放进嘴里，然后微笑着
点头说：“的确，味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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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以后，摩西就坐着处理百姓的纠纷。那个时候，处理百姓的
纷争是国王的责任，而摩西对于希伯来百姓来说就像是王。从早到
晚，百姓都站在摩西两旁，等待摩西处理他们的纠纷。

叶忒罗看见摩西向百姓们所做的，就对摩西说：“你为什么自己
一个人承担这所有的工作呢？你一个人坐在这里，让百姓从早到晚都
站在旁边等。”

摩西有一点无奈地回答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
帝，我把问题都带到上帝的面前，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然后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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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百姓。如果百姓之间有了分歧，那就由我来判断对错，还要教导
他们上帝的律例和法度。”

叶忒罗就对摩西说：“你这样做不好，你和百姓都会很疲倦。因
为处理这些事的工作太多太重，你独自一个人办不了。你现在听我
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愿你的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来到耶和华上
帝面前，把他们的纠纷带到耶和华那里。再把耶和华上帝的律例和法
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同时，你要从百姓中挑
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上帝、诚实公正、恨不义之财的人，
派他们管理千人、百人、五十人、十人，随时审判处理百姓的纠纷，
大事要报到你这里，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处理。这样，你就会轻省
些，他们也可以和你一同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这样做，耶和华上帝也
这样吩咐你，你就不会筋疲力尽，这百姓也就都能平平安安地回到他
们的住处。”

摩西听从了他岳父叶忒罗的话，就照着去做。

耶和华上帝让摩西肩负了一项很大的责任，祂要摩西带领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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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群子民去应许之地。耶和华上帝让叶忒罗帮助摩西可以很快又公正
地去解决希伯来百姓中的纷争。

今天，叶忒罗的这一个方法被称为“委托”。那就是，如果你有
一个很大的工作，没有办法只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你就要去挑选一
些能干又诚实的人，为你分担一部分的工作。而这一种方法正是摩西
所需要的。

叶忒罗把女儿西波拉、外孙革舜和以利以谢安全地带回了摩西身
边，他也完成了帮助摩西的任务。现在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虽然叶
忒罗要离开他的女儿和外孙，还有女婿摩西，心里会感到不舍。但
是，他也因为知道耶和华为希伯来百姓所行的大能神迹，而感到高
兴。叶忒罗回自己的家乡去了，他充满敬畏的感叹说：“耶和华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祂比万神都大！”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18章1-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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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谁来拜访摩西？

2 摩西告诉了叶忒罗什么？叶忒罗怎么回应？

3 摩西每天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喜欢这样的工作吗？

4 叶忒罗给了摩西什么建议？为什么叶忒罗的建议很好？

5 谁给过你好的建议？如果你有问题需要解决，你去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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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荣耀的相遇

希伯来百姓们来到了西乃旷野，他们就在西乃山下安营。这个时
候，离希伯来人出埃及刚好三个月。一年前，摩西正在这里看守叶忒
罗的羊群。忽然，上帝呼叫他回去埃及，带领希伯来人到西乃山敬拜
耶和华上帝。摩西就照着上帝所说的做了。现在，摩西带领希伯来百
姓来到了西乃山脚下安营，等着敬拜耶和华他们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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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从西乃山上呼唤摩西，对他说：“你要这样告诉希伯来
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
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
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
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希伯来人。”

摩西就把希伯来的众长老和百姓们都召来，把耶和华所吩咐的
话，都在长老和众百姓面前讲明了。只要希伯来百姓接受上帝的约，
并且遵守上帝的命令，他们就会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宝贵族群。他们将
要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邪恶行为和错误信仰区分开来，他们要单单地
敬拜服侍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并且，让其他的人通过他们，认识上帝
是独一的真神。

希伯来的众长老和百姓都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
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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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把百姓们的回答告诉了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
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

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到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清洁
身体，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我要在
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
说：‘你们要谨慎，不可以上山去，也不可以摸山的边界。不遵行
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能活。’直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们才可
到山脚来。”

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他叫百姓们清洁身体，洗干净衣服，准
备好第三天迎接耶和华上帝亲自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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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百姓们就把衣服拿到水边，洗干净。洗干净的衣服要挂在
树枝上或者灌木丛上晾干。营地里的家家户户都拿着衣服到水边去
洗，营地周围的灌木丛和矮树上都挂满了衣服。

到了第三天早晨，在西乃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而且有很大
的吹角声，营地里的百姓都浑身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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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耶和华上帝，百姓都站在西乃山脚下。
西乃山冒着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到了西乃山顶上。山上的烟气
上腾，好像烧窑一样，整座山剧烈震动，而且吹角的声音越来越响。

希伯来众百姓听见雷声和吹角的声音，看到闪电和冒烟的山，他
们就远远地站着，吓得发抖，对摩西说：“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一
定会听从。不要让耶和华上帝直接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

摩西说就对百姓们说：“不要怕，因为耶和华上帝降临是要试验
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祂，不至犯罪。”

于是，百姓们远远地站着，摩西就靠近上帝所在的云中。

等到角的声音大到不能再大了，摩西就开始说话。上帝就用雷声
回答摩西。耶和华呼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告诉百姓，不要闯过来，到这里观
看。免得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灭亡。又叫那些祭司要分别为圣，恐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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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忽然击杀他们。”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已经警告我们了，你说：‘百姓不能上西
乃山，要给山定界限，也要把山分别为圣。’”

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先下去，再和亚伦一起上来，祭司和人
民都不可闯过来，免得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

于是，摩西就下山到百姓那里，再一次把上帝的话告诉他们。

摩西和亚伦上到西乃山。耶和华上帝就用威严的声音亲自向祂的
百姓颁布了十条诫命。

耶和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
领出来。

“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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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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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不可错误地使用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耶和华必惩罚那些错误
使用祂名的人。

“要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
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
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
日。

“孝敬你的父母。

“不可以谋杀人。

“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

“不可以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以贪恋别人所有的。”

然后，耶和华上帝就把希伯来百姓要作为上帝的神圣子民所要遵
行的律例、典章都告诉了摩西。

摩西就下山，把耶和华所吩咐的讲给众百姓听，百姓齐声
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把耶和华所说的一切话都记录下来，并且称之为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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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早起来，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祭坛，按着希伯来十二支派，立
了十二根柱子。

摩西派年轻人向上帝献燔祭，杀牛，向上帝献平安祭。摩西把血
一半盛在盆里，一半血洒在祭坛上。

祭坛是希伯来百姓敬拜上帝的地方，代表上帝与他们同在，洒在
祭坛上面的血是上帝与祂的百姓立约的凭据。

摩西拿起圣约，念给百姓听，百姓们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再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
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希伯来人就成为了上帝的选民。

耶和华上帝又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
把石版和我的律法诫命赐给你，让你可以教导百姓。”

摩西就对长老们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亚
伦、户珥和你们在一起，如果有争讼的，都可以找他们。”摩西就带
着他的助手约书亚上了山。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把山遮盖了六天。耶和华荣耀
的景象，在以色列人眼前，就好像在山顶上出现了烈火一样。第七
天，耶和华从云彩中呼唤摩西。摩西就一人进入了云彩中，在山上有
四十昼夜。

47



这时，希伯来百姓们开始担心了，而且惧怕起来。他们彼此说：

“摩西发生什么事了？这么久还不回来？” 

“摩西去了哪里？摩西说要带我们去应许之地，现在他不见了，
我们怎么办呢？”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19章1节-24章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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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上帝要希伯来人做什么，来预备迎接祂降临在西奈山？

2 上帝赐给希伯来人哪些律法？

3 希伯来人听完所有律法后说了什么？

4 律法清单不是很长，你认为百姓容易遵行吗？为什么？

5 为什么上帝把这些律法赐给祂的百姓？他们要成为祂神圣的国
度是什么意思？今天谁是上帝的特殊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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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牛犊

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把山遮盖了六天。耶和华荣耀
的景象在以色列人眼前，就好像在山顶上出现了烈火一样。第七天，
耶和华从云彩中呼唤摩西。摩西就一人进入了云彩中，在山上有四十
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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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希伯来百姓们开始担心了，而且惧怕起来。他们彼此说：

“摩西发生什么事了？这么久还不回来？”

“摩西去了哪里？摩西说要带我们去应许之地，现在他不见了，
我们怎么办呢？”

百姓们见摩西迟迟不下山，就纷纷聚集到亚伦那里，要求
他：“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知道遇到什么事，现在也没回
来。你起来为我们做个神像吧，让它可以在我们前面带路！”

亚伦就说：“好吧，我来为你们造个神像。不过，造神像需要大
量的金子。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

百姓们就都摘下他们的金环，拿来给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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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伦用从百姓手里接过来的金子，铸了一只金牛犊。

亚伦把铸好的金牛犊放在一个石台上，金牛犊的雕像在阳光下闪
闪发光。

百姓们就兴奋地喊着说：“希伯来人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
神！”

亚伦看见百姓在欢呼，他就在牛犊面前筑了一座坛，并且宣布
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敬拜。”

第二天清晨，百姓们都起来，在金牛犊前的祭坛献上了燔祭和平
安祭，他们敬拜这头金牛犊，忘记了耶和华上帝。然后，百姓们就坐
下来吃喝、欢呼，并且跳舞，嘈嚷的声音震耳欲聋。百姓们都喝醉
了，做了可羞耻的事情。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你下山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
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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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只金牛犊，还向它下拜、献祭，说：‘希伯来人啊，这就是把你
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

耶和华上帝接着说：“我看这百姓真是顽固不听话的百姓。不要
拦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使你的后代成为大国。”

摩西恳求耶和华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
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
及人议论你说：‘祂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击杀在旷
野，把他们从地上除灭。’耶和华啊，求祢回心转意，不发烈怒，不
降祸给祢的百姓。求祢记念祢仆人亚伯拉罕、以撒和希伯来人，祢曾
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并且我
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耶和华上帝听了摩西的恳求，就没有灭绝希伯来百姓。

摩西转身，手里拿着两块法版下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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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在半山等到摩西，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争战的声
音。”

摩西对约书亚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
声音，我所听见的是人歌唱的声音。”

摩西走近营地，就看见了金牛犊，又看见很多人围着金牛犊跳
舞。摩西就大发烈怒，把两块法版从手中摔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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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把金牛犊用火焚烧融化，然后把它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
让那些叛逆的希伯来人喝下去。

摩西又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然使他们陷在大
罪里？”

亚伦回答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常常做恶，你是知道
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
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我就对他们
说：‘把你们的金环交给我。’他们就交给了我，我把金环扔进火
里，这牛犊就出来了。”

照亚伦所说的，好像金牛犊是自己从火里走出来那样。

摩西知道是亚伦纵容百姓，让希伯来百姓犯罪，得罪耶和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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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并且成为了敌人的笑柄。

摩西就站在营地的入口处，大声地说：“凡是属耶和华的，都要
到我这里来！”

于是，所有的利未人都来到摩西那里聚集。

摩西对利未人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要把
刀跨在腰上，从营地这头到那头，从这门到那门，去杀死所有拜金牛
犊的人，无论他们是谁。’”

利未的子孙就照着摩西的话做了，那一天，大约有三千个拜金牛
犊的人被杀。

摩西对百姓们说：“你们犯了大罪，我现在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或许可以为你们的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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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回到耶和华那里，对耶和华上帝
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神像。求祢赦免他们的
罪，要不然，求祢从祢所写的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涂抹掉吧！”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生命册上涂抹谁
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应许之地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
路，但我必要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就在许多的百姓身上降下了灾病，因为他们拜亚伦所造的
金牛犊。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32章1-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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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百姓要亚伦造什么？亚伦是怎么造的？

2 百姓怎么违背了上帝的律法？

3 每个人都敬拜那偶像吗？拜偶像的人发生了什么？

4 为什么上帝惩罚罪？

5 当我们犯罪时，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上帝的律法吗？还是因为我
们想以自己的方式做事呢？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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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个新的开始

希伯来百姓拜金牛犊，耶和华上帝震怒，结果有三千拜金牛犊的
百姓被杀。耶和华上帝又在许多百姓身上降下灾病。

耶和华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现在要离开西奈山，你和你从埃
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往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迦南
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你的敌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
地。但我不和你们一起去，因为这百姓是顽固悖逆的人，我怕我在路
上把你们灭绝了。”

当希伯来人拜金牛犊时，他们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们
说：“这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

当然是耶和华上帝从埃及拯救了希伯来人，让他们不再作奴隶，
但拜金牛犊的希伯来人却说：“是这金牛犊领我们出埃及的。”

希伯来人这样邪恶，你还记得耶和华上帝灭绝了挪亚时代一切邪
恶的人吗？

于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百姓说：‘耶和华
说：你们是顽固悖逆的百姓，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让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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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样处置你们。’”

希伯来百姓听见这可怕的消息，就把身上的妆饰都摘了下来，等
待着耶和华上帝要怎么处置他们。

希伯来人拜了金牛犊，他们的营地就不再圣洁了，因此耶和华上
帝圣洁的同在也就不能降临在希伯来人的营地了。摩西无法在营地里
和上帝相会，耶和华上帝就要求摩西按着祂的吩咐，在营外支搭一个
特别的帐棚。摩西要和耶和华上帝会面的时候，就去到营外这个特别
的帐棚，并且称这特别的帐棚为会幕。

每当摩西穿过营地到营外的会幕去的时候，百姓们就各自站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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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们看见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
耶和华上帝就在那里和摩西说话。

希伯来百姓看见云柱立在营外的会幕门前，就都在自己帐棚的门
口下拜。耶和华上帝的同在降临在摩西那里，但摩西和耶和华上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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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会幕离希伯来人的营地很远。

云柱立在会幕门口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和摩西面对面地说话，
好像和朋友说话一样。

摩西对耶和华上帝说：“祢吩咐我把这百姓领到应许之地去，却
没有告诉我祢要打发谁和我一起去。祢只说：‘我完全了解你，我也
喜悦你。’如今祢若喜悦我，求祢将祢的道路指示我，使我可以更好
地认识祢，好在祢眼前蒙恩。求祢记得这民是祢的民。”

耶和华上帝就说：“我必亲自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1。”

摩西又对耶和华说：“祢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
这里领上去。别人在什么事上知道我和祢的百姓在祢眼前蒙恩呢？难
道不是祢与我们同去，使我和祢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耶和华上帝就对摩西说：“我要按着你所求的行，因为你在我眼
前蒙恩，我也完全了解你。”

耶和华上帝曾说希伯来百姓是顽固悖逆的，耶和华上帝不能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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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去，恐怕祂在路上把希伯来人灭绝了。但现在，耶和华上帝因摩
西的祷告赦免了希伯来百姓。

摩西恳求耶和华上帝说：“求祢向我显出祢的荣耀。”

耶和华上帝回答：“我要使我一切的恩慈，从你面前经过，我要
向你彰显我是‘耶和华’。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
悯谁。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耶和华上帝继续说：“看哪，你要站在这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
过的时候，我会把你放在磐石洞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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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像人不能够直接去看太阳，只有在太阳下山以后，才可以
看太阳的余辉。

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希伯来人拜金牛犊，违背了他们与耶和华
上帝所立的约。摩西曾经在希伯来百姓面前摔碎了写着十诫的法版。
现在，耶和华上帝怜悯祂的百姓，赦免了他们，耶和华上帝要和希伯
来人重新立约。

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再凿出两块与以前一样的石版，上西奈山
去。

耶和华上帝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西奈山，宣告说：“耶
和华，耶和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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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摩西急忙伏下拜，说：“主啊，我若在祢眼前蒙恩，求祢在我们
中见同行。虽然这百姓顽梗悖逆，求祢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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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祢的产业。”

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和希伯来人立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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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我耶和华的作为。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若谨守遵行，我就从你面
前撵出所有的敌人。”

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要把我所吩咐的记下来，因为我是
按这些话与你和希伯来人立约。”

摩西在西奈山四十昼夜。耶和华上帝把十诫写在两块新的法版
上。然后，摩西就拿着两块新的法版下山了。

希伯来百姓看见摩西，都害怕靠近他，摩西不知道自己的脸因为
耶和华上帝和他说话就发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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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把希伯来百姓都叫到他那里，他就把耶和华上帝在西奈山上
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希伯来百姓都承诺要遵行耶和华上帝的一
切诫命，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现在，希伯来人和耶和华上帝有了一个新的开始，百姓们都高兴
起来。很快，他们就要听到让他们兴奋的消息了。

1也翻译为得胜，在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中，得胜和安息是密切相关的。

请阅读圣经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出埃及记：33章1节-34章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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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希伯来人做了什么让上帝那么生气？

2 摩西去到哪里和上帝说话？他为什么要去那里？

3 即使百姓是悖逆和犯罪的，摩西祈求上帝做什么？

4 摩西想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怎么回应他？

5 上帝是公义和怜悯的是什么意思？怜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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