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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
以色列人准备离开西奈山、前往应许之地，

上帝吩咐他们造会幕上帝吩咐他们造会幕 ─
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象征，

也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也是敬拜上帝的地方。

可是建造会幕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可是建造会幕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开始，

却发生惊天动地的 ─ 金牛犊事件，

差一点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被上帝灭绝差一点让整个以色列百姓被上帝灭绝，

以致不能建造会幕，

甚至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造了一只金牛犊，

甚至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金牛犊变成他们敬拜的神明，而惹上帝发怒。

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 ─

摩西被上帝呼召上到山顶，领受建造会幕的蓝图。

以色列百姓在山脚下 聚集来见亚伦说以色列百姓在山脚下，聚集来见亚伦说：

卅二1 「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摩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甚么事。」

亚伦就吩咐把妻子儿女的耳环拿来给我，
他们就把自己的耳环拿下来 交给亚伦；他们就把自己的耳环拿下来，交给亚伦；

亚伦就把金子熔化、雕刻，

做成了 个金牛犊！

卅二4 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做成了一个金牛犊！

以色列百姓在金牛面前，唱歌、跳舞、吃喝、玩乐。

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造金牛犊呢？

其实跟他们的埃及经验很有关系。

埃及的金牛犊就是孟斐斯城的神，

原本就是埃及人所拜的神明原本就是埃及人所拜的神明；

以色列人在埃及待得太久了，

埃及的影响 影响到他们埃及的影响，影响到他们。

以色列人虽然人出了埃及以色列人虽然人出了埃及，

可是他们的心没有出埃及！

以致于过去的埃及的影响以致于过去的埃及的影响，

还在他们的心里，

必须经过金牛犊事件必须经过金牛犊事件，

才能够完完全全斩断。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二7 耶和华说：「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有些夫妻，儿子好的时候 ─ 我的儿子，
儿子做了不好的事情 ─ 你的儿子。

和华说 「我的三7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

卅二11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你「耶和华啊，你为甚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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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二8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铸了 只牛犊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

多快呢？差不多就是四十天！多快 差不多就是 十
从上帝颁布十诫律法、

到他们造金牛犊惹神发怒，

前后大概就一两个月。

有点像上次复活节洗礼有点像上次复活节洗礼
才信耶稣受洗的，
结果还不到今年的夏天结果还不到今年的夏天，

他就到庙里面去拜拜了！

神对这个神，他的信仰已经离弃了！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二10 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如果摩西闷不吭声，甚至说「愿主的旨意成全」，
以后就没有以色列人 通通变成摩西人了！以后就没有以色列人、通通变成摩西人了！

在这里看到摩西大公无私伟大的胸襟，

他抓住机会，从三个方面跟神来说：(卅二11-13)

1 讲理 ─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领出来的1. 讲理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领出来的

2. 顾到神的名声 ─ 为甚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3 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3. 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起誓…

更恳求 ─ 上帝啊，求你要改变你的心意、求你要悔改。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二12 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

悔改悔改 ─ 都是用在人的身上，

人会做错、人要懊悔、人要改变，
单单用在上帝

后悔 ─上帝在那边叹息

难到上帝也会做错吗？

后悔 上帝在那边叹息，

创六6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摩西真正的意思，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

恩慈的本性 改变对罪人的态度 ─恩慈的本性，改变对罪人的态度

一旦罪人悔改归向神，求上帝就不要灭绝他们

摩西抓住第一时间 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摩西抓住第一时间，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上帝有没有听呢？上帝立刻就听了。



‧摩西朝见神‧摩西从山上下来 ‧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摩西的忿怒，比上帝还要更大！

卅二19 摩西发烈怒 把两块版摔碎了卅二19 摩西发烈怒，把两块版摔碎了。

看圣经还有当时的习惯，
法版大概就是手这 大法版大概就是手这么大，

一只手就可以拿着；

文士当时文士去见重要的人物的时候，

手上就拿了一个石版、另手拿着笔，

记一些重要的事情。

法版也代表上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法版也代表 帝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好像人结婚的结婚证书，

把结婚证书给撕掉了，把结婚证书给撕掉了，

代表中间的一个愤怒。

‧摩西朝见神‧摩西从山上下来 ‧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二21 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甚么？

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大罪
「向上帝抱怨」叫小罪、「造金牛」叫大罪呢？

不是程度上的差别 是性质的不同不是程度上的差别，是性质的不同。

大罪 ─ 在叙利亚、埃及，都是讲人在婚姻中的不贞洁。

以色列人造金牛犊至少犯了十诫里的两条诫命：
1. 在耶和华以外另外去拜一个神

2. 用看得见的偶像来代表耶和华

卅二26-28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利未的子孙

指以色列六十万男丁里最顽梗不信的

卅 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于是利未的子孙利未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

指以色列六十万男丁里最顽梗不信的，

他们是硬着颈项的，耶和华把他们就给灭掉！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二31-32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有人说这是摩西的眼泪
或是在文法上没有完整的一个句子或是在文法上没有完整的一个句子

摩西提出一个可能性，上帝会不会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呢？

他一点把握也没有；就提出第二个建议：

卅二32 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摩西为以色列百姓，
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代替他们而死

卅二32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连自己的性命都愿意代替他们而死。

卅二33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罗九3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 ─
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即使是摩西、保罗这么伟大，
他们都不能够代替别人来赎罪；他们都不能够代替别人来赎罪；

天下人间只有靠着一个名 ─

耶稣基督的名号 我们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的名号，我们可以得救。

上帝答应摩西 ─ 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三十三章 ─ 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

把身上的装饰通通摘下来，

上帝愿意赦免他们的罪，

他们必须有一个悔改、认罪的真诚的表现，

在什么地方犯罪，就在那个地方重新站起来。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卅三2-3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

摩西还是发现一件事情不对劲：

我要 使 在 ，领 流 蜜之 。
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以色列人就晓得他们有大祸了以色列人就晓得他们有大祸了 ─
耶和华竟然不与他们同同在！在！
这是圣经里最重要的真理
出埃及记最大的关键

三十三章第七节开始 ─
上帝不愿意跟以色列人同在，

卅三7 摩西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

上帝的荣耀不愿意在以色列人的营中。

卅三 摩西素常将帐棚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
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三十三章第十二节 开始，摩西向上帝的恳求，
摩西是用个人跟上帝之间私人的交情，

求上帝重新的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卅三12-13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上去』』卅三12-13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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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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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讲你跟我，然后上帝的回答也是一样。

卅 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

他有了
上帝的回答

卅三14-16 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帝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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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摩西得到上帝给他的确据把握，

上帝就说 ─ 好帝就说 好
上帝吩咐摩西另外凿出两块石板，

上帝再一次亲手在石板上写下十条诫命十条诫命上帝再 次亲手在石板上写下十条诫命十条诫命
代表上帝重新恢复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

代表这个约的更新。

上帝另外加上一些新的律法规定

代表这个约的更新。

上帝另外加上 些新的律法规定，
三十四章继续讲到 ─
有关尊崇上帝 礼仪上的一些规定有关尊崇上帝、礼仪上的 些规定

怎样敬拜神、在安息日也应当遵守

好让上帝乐意在他们中间 与他们同在好让上帝乐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摩西在金牛犊事件，

抓住机会三次向上帝祷告 恳求抓住机会三次向上帝祷告、恳求

第一 ─ 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

其次 ─ 求上帝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

第第三 ─ 求上帝回到以色列百姓当中，

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

因为单单有不灭绝、赦罪，
没有得到上帝的同在，

这样的祷告是不完全的。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 ‧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有人问 ─ 金牛犊事件，被杀的以色列人就有三千个人，
可是始作俑者亚伦，为什么没有死呢？

申九20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
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

上帝答应摩西为亚伦的代祷
亚伦自己应当也是抓住机会 悔改归向神

提醒我们大家 ─

亚伦自己应当也是抓住机会，悔改归向神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

或是你的家人，还没认识耶稣

原本认识耶稣，可是已经离开神的

您的祷告、您的代求，您的祷告、您的代求，

可以对他们产生莫大的影响。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 ‧神的荣光

代祷属灵的奥秘 ─
我们进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 进到 个 的 里面，

对他的生命有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甚至一个人还不认识上帝，没有办法自己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甚至 个人还不认识上帝，没有办法自己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

因着代祷，使他整个生命得到翻转

摩西的代祷 ─ 他最初的祷告，

还没有看见以色列百姓犯罪、

甚至没有看到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

他向上帝恳求，单单因为神的恩慈的本性，

这次的恳求，

除了那三千个顽梗不化、带头犯罪的领袖之外，

其他通通都得救，保守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性命。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 ‧神的荣光

摩西让我们看到 ─

他对神的忠心他对神的忠心
他对以色列百姓全家的忠心
圣经上评论 ─

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尽忠，

这个全家不是单单他自己的家，

也不是单单利未支派，也不是单单利未支派，

更是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摩西不为自己打算，不让自己的野心能够发展出来，

而是单单让上帝的恩典慈爱彰显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是单单让上帝的恩典慈爱彰显在以色列人当中。

摩西代祷的果效，大有功效！

‧摩西朝见神 ‧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的祷告‧代祷的果效‧神的荣光

摩西进到上帝面前、亲近神，从山上下来，脸上就放光；
摩西就用一个帕子，把脸遮起来。

新约讲到 ─ 帕子代表认识神的一个障碍，

他们不晓得摩西脸上的荣光慢慢会消退
除非他们自己从内心里诚实的改变，

来亲近神、认识上帝。

摩西脸上的荣光预表后来的会幕，
会幕是 个遮盖 让会幕里耶和华荣光不会被冒犯会幕是一个遮盖，让会幕里耶和华荣光不会被冒犯

摩西脸上的荣光是显示出

上帝乐意借着人把他的荣光彰显出来上帝乐意借着人把他的荣光彰显出来

今天你跟我就是来彰显上帝的荣光，

乐意亲近神，神的荣光就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