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題:站在破口的禱告

俞翠嬋博士

經文：出埃及記 32 – 33 章

主日證道



出埃及紀 32章 – 33章

32:1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裡，對他說：“起來

！為我們做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
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

32:2亞倫對他們說：“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子、兒女耳上的金環，拿來給
我。”

32:3百姓就都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來給亞倫。
32:4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
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 神！”

32:5 亞倫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壇，且宣告說：“明日要向耶和華守節
。”

32:6 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來玩耍。



32:7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埃及地領
出來的，已經敗壞了。
32:8他們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鑄了一隻牛犢，向它下拜
獻祭說：‘以色列啊，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 神！’”

32: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32:10 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
成為大國。”

32:11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 神說：“耶和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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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 為甚麼使埃及人議論說：‘他領他們出去，是要降禍與他們，
把他們殺在山中，將他們從地上除滅’？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怒；後悔，
不降禍與你的百姓。



32:13 求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
起誓說：‘我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
必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受為業。’”

32:14 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與他的百姓。
32:15 摩西轉身下山，手裡拿著兩塊法版，這版是兩面寫的，這面
那面都有字。
32:16 是 神的工作，字是 神寫的，刻在版上。
32:17 約書亞一聽見百姓呼喊的聲音，就對摩西說：“在營裡有爭
戰的聲音。”

32:18 摩西說：“這不是人打勝仗的聲音，也不是人打敗仗的聲音，
我所聽見的，乃是人歌唱的聲音。”

32:19 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又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
兩塊版扔在山下摔碎了，



32:20 又將他們所鑄的牛犢用火焚燒，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
以色列人喝。
32:21 摩西對亞倫說：“這百姓向你做了甚麼？你竟使他們陷在大
罪裡！”

32:22 亞倫說：“求我主不要發烈怒，這百姓專於作惡，是你知道
的。
32:23 他們對我說：‘你為我們做神像，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
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

32:24 我對他們說：‘凡有金環的，可以摘下來’，他們就給了我，
我把金環扔在火中，這牛犢便出來了。”

32:25 摩西見百姓放肆（亞倫縱容他們，使他們在仇敵中間被譏
刺），
32:26 就站在營門中說：“凡屬耶和華的，都要到我這裡來！”於是
利未的子孫都到他那裡聚集。



32:27 他對他們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你們各人把刀

跨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伴並鄰
舍。’”

32:28 利未的子孫照摩西的話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
千。
32:29 摩西說：“今天你們要自潔，歸耶和華為聖，各人攻擊他的
兒子和弟兄，使耶和華賜福與你們。”

32:30 到了第二天，摩西對百姓說：“你們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
耶和華那裡去，或者可以為你們贖罪。”

32:31 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裡說：“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做
了金像。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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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3 耶和華對摩西說：“誰得罪我，我就從我的冊上塗抹誰的名。



32:34 現在你去領這百姓，往我所告訴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
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討的日子，我必追討他們的罪。”

32:35 耶和華殺百姓的緣故是因他們同亞倫做了牛犢。

33: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我曾起誓應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說：‘要
將迦南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你和你從埃及地所領出來的百姓，要從這
裡往那地去。
33:2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攆出迦南人、亞摩利人、赫人、比利洗
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33:3領你到那流奶與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
頸項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

33:4百姓聽見這兇信就悲哀，也沒有人佩戴妝飾。



33:5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告訴以色列人說：‘耶和華說：你們是硬著頸

項的百姓，我若一霎時臨到你們中間，必滅絕你們。現在你們要把身上
的妝飾摘下來，使我可以知道怎樣待你們。’”

33:6 以色列人從住何烈山以後，就把身上的妝飾摘得乾淨。
33:7 摩西素常將帳棚支搭在營外，離營卻遠，他稱這帳棚為會幕，凡
求問耶和華的，就到營外的會幕那裡去。
33:8當摩西出營到會幕去的時候，百姓就都起來，各人站在自己帳棚
的門口，望著摩西，直等到他進了會幕。
33:9 摩西進會幕的時候，雲柱降下來，立在會幕的門前，耶和華便與
摩西說話。
33:10 眾百姓看見雲柱立在會幕門前，就都起來，各人在自己帳棚
的門口下拜。



33:11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好像人與朋友說話一般。摩西轉到營
裡去，惟有他的幫手，一個少年人嫩的兒子約書亞，不離開會幕。
33:12 摩西對耶和華說：“你吩咐我說：‘將這百姓領上去’，卻沒有
叫我知道你要打發誰與我同去。只說：‘我按你的名認識你，你在我眼前
也蒙了恩。’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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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想到這民是你的民。”

33:14 耶和華說：“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33:15 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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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33:17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
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



33:18 摩西說：“求你顯出你的榮耀給我看。”

33:19 耶和華說：“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
的名。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要憐憫誰，就憐憫誰。”

33:20 又說：“你不能看見我的面，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33:21 耶和華說：“看哪！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
33:22 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
掩你，等我過去，
33:23 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
面。”



站在破口的禱告



【出32:9】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
著頸項的百姓。
【出32:10】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
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出19:8】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
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摩西就將百
姓的話回覆耶和華。

【出24:3】摩西下山，將耶和華的命令典
章都述說與百姓聽。眾百姓齊聲說：「耶
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行。」



【出32:7】耶和華吩咐
摩西說：「下去吧，因
為你的百姓，就是你從
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
敗壞了。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出32:11】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 神
說：「耶和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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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宣認神的主權

扭轉生命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出32:12】為甚麼使埃
及人議論說『他領他們出
去，是要降禍與他們，把
他們殺在山中，將他們從
地上除滅』？求你轉意，
不發你的烈怒，後悔，不
降禍與你的百姓。

1 宣認神的主權
2 追求神的榮耀

扭轉生命的禱告



扭轉生命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1 宣認神的主權
2 追求神的榮耀
3 看重神的應許

【出32:13】求你記念你
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
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
誓說：『我必使你們的後
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
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
給你們的後裔，他們要永
遠承受為業。』」



扭轉生命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1 宣認神的主權
2 追求神的榮耀
3 看重神的應許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神的榮耀

願你的國降臨
神的主權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應許



扭轉生命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出32:14】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
與他的百姓。



扭轉生命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二) 珍愛別人多過自己的禱告

【出3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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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Wilbur Chapman



扭轉生命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二) 珍愛別人多過自己的禱告
(三) 愛神自己多過神的禮物的禱告



扭轉生命的禱告

【出33:15】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
不要把我們從這裏領上去。
【出33:17】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
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
識你。」

(三) 愛神自己多過神的禮物的禱告



【羅8:34】誰能
定他們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
死了，而且從死
裏復活，現今在
神的右邊，也替
我們祈求。



詩篇 106:19-23
他們在何烈山造了牛犢，叩拜鑄成的像
。如此將他們榮耀的主換為吃草之牛的
像。忘了 神，他們的救主，他曾在埃
及行大事，在含地行奇事，在紅海行可
畏的事。所以他說要滅絕他們，若非有

他所揀選的摩西站在 （註：原文
作“破口”），使他的忿怒轉消，恐怕
他就滅絕他們。



摩西扭轉生命的愛的禱告
(一) 以神為中心的禱告

1 宣認神的主權
2 追求神的榮耀
3 看重神的應許

(二) 珍愛別人多過自己的禱告
(三) 愛神自己多過神的禮物的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