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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神恩寵的生命         黃英敏 

第二講：與神面對面的恩寵 

蒙神恩寵的憑據： 

神與我們同去： （出 33:16）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豈

不是因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麼？ 

 

 

與神面對面的恩寵：摩西 

 

1. 摩西蒙妻子救命的恩寵： 

（1) 摩西的生平： 摩西是利未人，他的妻子米甸人, 孫子約拿單和他的子孫作但

支派的祭司。（出 2:1; 創 25:1-2，士 18:30） 

（2) 摩西從血氣方剛到拙口笨舌，自卑拒絕神四次：（出 2:11-13; 3:11; 4:1, 10, 

13） 

a. 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裡。 

b.我是甚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c. 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d.主阿，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罷！ 

（3) 摩西蒙妻子西坡拉救命：（出 4:24-26） 

2.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寵：（創 15:14; 出 3:21）我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們去的

時候就不至於空手而去。 

3. 與神對話的恩寵：摩西抱怨神，與神對話 （出 5:22-23; 6:12; 6:30; 民 11:11-15） 

（1) 主阿，你為甚麼苦待這百姓呢？為甚麼打發我去呢？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

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們趕出他的地。 

（2) 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聽我呢？ 

（3) 你為何苦待僕人？我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

上呢？你這樣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時將我殺了，不叫我見自己的

苦情。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在那裡降臨，與你說話，也要把降於你身

上的靈分賜他們，他們就和你同當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獨自

擔當。 

4. 做神僕人的恩寵： 

（1) 神第一次向人宣告祂是誰：（出 3:14）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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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擁有神的杖：（出 4:20）摩西就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叫他們騎上驢，回

埃及地去。摩西手裡拿著 神的杖。 

（3) 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亞倫地位有如先知 ：（出 7:1， 5-6）我使你在法老面

前代替 神，你的哥哥亞倫是替你說話的。 

（4) 摩西完全順服神，神藉摩西降十災：摩西、亞倫就照耶和華所吩咐的行。水

變作血之災，青蛙之災，虱子之災，蒼蠅之災，瘟疫之災，瘡之災，冰雹之災，

蝗蟲之災，黑暗之災，殺長子之災。（出 7:15～13:16） 

（5) 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他和他的

僕人摩西。 

（6)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5. 日間雲柱夜間火柱領路的恩寵：（出 13:21-22）日間雲柱，夜間火柱，總不離開百姓

的面前 

6. 率領百姓過紅海的恩寵：（出 14:21-22；27-28） 

7. 代禱爭戰得勝的恩寵 ： （出 17:9-13）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

亞瑪力人就得勝。 

8. 與神面對面的恩寵：（出 33:11; 民 12:7-8; 申 34:10） 

（1) 耶和華召摩西上西乃山頂頒十誡：（出 19:20; 20:1-17; 29:45-46） 

（2)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3)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

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像。 

（4) 以後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的。 

9. 代求蒙神應允神的恩寵： 

（1) 摩西為以色列民向神懇求：（出 32:11-13; 出 32:31-32；民 14:14-19；民 

16:46-48；民 21:6-9） 

a. 耶和華阿，你為甚麼向你的百姓發烈怒呢？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

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怒，後悔，不降禍與你的

百姓;  

 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與他的百姓 

b.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

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 

c. 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從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們

一樣。 

 耶和華說：我照著你的話赦免了他們。。。。這些人雖看見我的

榮耀和我在埃及與曠野所行的神蹟，仍然試探我這十次，不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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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話，他們斷不得看見我向他們的祖宗所起誓應許之地。凡藐

視我的，一個也不得看見； 

 自從離開加低斯巴尼亞，到過了撒烈溪的時候，共有三十八年，

等那世代的兵丁都從營中滅盡，正如耶和華向他們所起的誓。 

d.摩西對亞倫說：拿你的香爐，把壇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帶

到會眾那裡，為他們贖罪；因為有忿怒從耶和華那裡出來，瘟疫已經發

作了。亞倫照著摩西所說的拿來，跑到會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經

發作了。他就加上香，為百姓贖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間，瘟疫就止住了。 

e. 百姓到摩西那裡，說：我們怨讟耶和華和你，有罪了。求你禱告耶和華，

叫這些蛇離開我們。於是摩西為百姓禱告。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製造一條火蛇，掛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

望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製造一條銅蛇，掛在杆子上；凡被蛇

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 

（2) 摩西求神同行：（出 33:13-16; 34:9） 

a. 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 

b.因你與我們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與地上的萬民有分別 

10. 蒙神按名認識的恩寵：（出 33:12; 17）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

你。 

11. 神向摩西顯出祂的榮耀的恩寵：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出 33:18-23） 

12. 神體卹的恩寵：（民 11:14，16-17）摩西責任太重，神設立立七十長老。 

13. 領袖傳承恩膏的恩寵：（民 27:12-23） 

（1) 米利巴水事件：（民 20:8-12） 

（2) 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會眾

面前。按手在他頭上，囑咐他，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話。 

（3) 臨別的諄諄訓誨和叮嚀和祝福：（申 Chapter 4-Chapter31, 33:1） 

 

摩西領受恩寵的密訣： 

 極其謙和：（民 12:3）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 

 摩西完全順服神：（出 7:15～13:16;…） 

 認識神：（出 33:13; 何 6:3; 伯 22:21）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將你的道指示

我，使我可以認識你，好在你眼前蒙恩。 

 為百姓代求：(出 32:11-13; 出 32:31-32；民 14:14-19；民 16:46-48；民 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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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和華全家盡忠的：（民 12:7；來 3:2）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

盡忠的。他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 

 有恢宏領袖氣度：（民 11：28-29）摩西對他說：你為我的緣故嫉妒人麼？惟願耶

和華的百姓都受感說話！願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 

 有領袖傳承恩膏的胸襟：（民 27:12-23）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 神，立一個人治理

會眾，可以在他們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導他們，免得耶和華的會眾如同沒有牧人的

羊群一般。於是摩西照耶和華所吩咐的將約書亞領來，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亞撒和全

會眾面前。按手在他頭上，囑咐他，是照耶和華藉摩西所說的話。 

 臨別的諄諄訓誨和叮嚀和祝福：（申 Chapter 4-Chapter31, 33:1） 

 

 

摩西的遺憾： 

 身為領袖不能持守對神所信的信心到底：（民 20:8-12）耶和華對摩西、亞倫說：

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為聖，所以你們必不得領這會眾進我所賜

給他們的地去。 

 

 

 

 

 

附錄：民數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所記載的大事 

 

事件 日期 經文 

會眾守逾越節，離開埃及 第一年正月十四日（以離開

埃及後算起） 

出 12：1 

會眾來到汛的曠野 第一年二月十五日 出 16：1 

會眾來到西乃山 第一年四月 出 19：1 

立起會幕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 出 40：1，17 

祭司受聖禮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初八日 利 8：1 

奉獻會幕典禮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日 民 7：1-2 

守逾越節 第二年正月十四日 民 9：1-5 

第一次人口調查；在西乃山 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民 1：1-2 

補守逾越節 第二年二月十四日 民 9：10-11 

從西乃山起行，往巴蘭曠野去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民 10：11-12 

會眾來到外約但的摩押平原；進行第二

次人口調查 

第四十年 民 22：1；26：

3，3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