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角

石

2015年5月23日

上帝再三思虑
圣经故事：出埃及记32-34章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28章

教学准备

故事充满了各样不幸的事，然而其中还是包含着上帝恩
典和公义。这里面既记载了人类犯罪的倾向，也描述了

I. 大纲

摩西在为百姓代求时表现出的谦卑。

以色列人前往他们那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旅程中充

II. 目标

满了悖逆和不信的时刻。尽管上帝引导的手施行神迹并
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对于罪与拜偶像的倾向还

学生将会：

是很难破除。本周课程的内容是摩西作为领袖生涯的一

• 找出那些分别表现出上帝、百姓和领袖品格的事
件。（知道）

个关键时刻，并且刻画了人类是多么难于破除罪的习惯。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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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到上帝期望那爱祂、顺从祂之百姓的专一之

当摩西和上帝在山顶上沟通时，上帝临格的兆头一

爱。（感受）

直停留在以色列人眼前。有些人认为摩西必是出了什么

• 决心不论试探远或近，都要站在上帝这边。（回

事。《先祖与先知》上说，“云彩虽然仍旧看得见，营

应）

中的许多人，却以为他们的领袖摩西已经遗弃了他们，
或是他已经被云中的烈火烧灭了。”（第28章，第1段）

III. 探索

以色列人没有思考上帝过去是如何带领他们并信赖上帝
安静等待，他们容让自己的思想信马游疆。对上帝应许

•

敬拜

的消极思想最终结出了不信的果子。于是某些以色列人

•

愤怒

便给亚伦施压，让他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并另立崇拜的

•

拜偶像

节期。

•

同辈压力

上帝在山上告诉摩西以色列人的所作所为，并决定

你和学生可以在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要将他们从地上全然除灭，并让摩西的后代成为大国。

这个网站上找到帮助你们探索这些和其它话题的材料。

事实上，摩西此时是有可能成为新的亚伯拉罕，也就是
一个大国的祖先。但摩西是一个无私的领袖，并且具有

教学

基督般的谦卑，于是他向上帝建议了另一个办法。摩西
恳求上帝收回成命、饶恕百姓，哪怕以从生命册上涂抹
他的名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摩西真诚的祈求改变了上帝

I. 开始

的决定，并使以色列人得到了另一次机会。尽管本周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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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和个性？

指示学生看他们课程中的你的看法？部分。完成后，

•本故事中，上帝有使你感到震惊的态度与做法吗？

对他们的答案进行讨论。

•故事中摩西的态度与做法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呢？
（你可能要把整个故事读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例证说明
用自己的话说明以下内容：

故事中哪些地方表现出摩西作为一个谦卑之人的

一组科研人员在澳洲南部海岸研究金枪鱼的进食方

品性呢？

式。但在过程中，有一点阻碍。一条大白鲨越过围护网，

•你认为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跌倒并犯下了

进入到饲养金枪鱼的围网之中。很自然，这条饥饿的鲨

如此严重的罪行呢？上帝为保持以色列人的信心

鱼早在研究人员发现前就开始饱餐金枪鱼了。金枪鱼躲

而行了多少神迹呢？今天的百姓是否和当年的以

避鲨鱼的方式很奇特。当鲨鱼游到水面时，金枪鱼群就

色列人一样软弱和不信呢？我们对于那些刚刚认

蜷缩在水底；当鲨鱼潜至水底时，它们又上浮到水面上。

识上帝的人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忍耐呢？那些引

基本上，金枪鱼就是通过和鲨鱼保持一定距离来避免自

诱以色列人陷入罪中的人有没有受到严厉的对待

己被它吃掉。

呢？上帝对于他们显出了哪些恩典的证据呢？上
帝有没有给他们一个解释的机会或者重新做人的

或许此种方法来避免试探也可行。但当怀疑的行为

机会呢？

有机会出现时，单靠“躲避”试探或总是“向相反方向

•阅读故事的其余部分，并找出四至五节带出重点

逃跑”可行吗？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远离试探而躲避

房

的经文。

试探。但另一方面，我们无法总是躲避那些试探我们的

•你从这故事中有否看到上帝传递给你的讯息呢？

境况。因此，当我们试探临头时，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

角

上帝的话并祂的带领。

分享故事背景
使用下列资讯让学生获得相关故事的更多知识。用

石

II. 故事教学

你自己的话与他们分享。
本周的故事充满了有关优秀领袖品质的教训，并让
我们认识到了上帝满有恩典的品格与毫不动摇的忠诚。

故事介绍
用自己的话分享以下内容：

我们从这篇故事中还能看到我们罪恶的习惯是多么难以

故事中的金枪鱼知道用距离来躲避危险，但如摩西

改掉。并且，神迹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能够坚定我们

在山上领受律法时那样，当罪和试探在你面前大行其道

的信心。在你和你的班级讨论本课故事时，思考一下本

并出其不意地出现时，你该怎么办呢？在他们知道之前，

课所透露出的下面这么几点教训：

许多以色列人已经敬拜金牛犊，并宣言“这就是领我们
关于摩西和温柔

出埃及地的神。”想想当时以色列人的反应如何，并从

摩西是个以温柔著称的人。但是，伸手天降灾、举

本周的圣经故事中寻找教训。

杖海分开的摩西作为上帝先知的形象还是很真实的。那
么，我们从何看出他的温柔呢？想想他在上帝决定要除

“走出故事”的材料

灭以色列人并重新开始时所作出的反应：

在你和学生读完走进故事部分之后，将下列内容用

上帝放弃以色列人——过去上帝称以色人为“我的

自己的话讲给他们听。

百姓”将近二十次（出3:7;3:10;5:1;7:4;7:16等等）。然

•阅读本周故事经文时，那些词语或短语是本篇故

而，当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并造金牛犊时，上帝便否认了

事的核心呢？

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祂这样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

•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谁？这次事件如何反映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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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32:7）上帝对他们已经厌倦至极，于是说，“你且由

优质教学的秘诀

扮演角色朗读

为大国。”（第10节）此时的摩西有个大好机会，他可

即便每人都有机会朗读，有时读经也会变得

以趁上帝除灭以色列人让自己成为上帝选民的新一位祖

沉闷乏味。如不用心投入并热情朗读，故事的流

先。但是摩西却恳求上帝存留这悖逆的百姓，甚至说出

畅感，甚至细节就会丢了。

这样的话来，“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

本周课程（出埃及记32-34章）是一段非常有

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第32节）最终，摩

吸引力的故事，其中有许多人物发言并说出一些

西以他的无私求得上帝给以色列人另一次机会。你有否

非常奇妙的事情。把这几章经文复印出来，将其

想过究竟是什么令伟人成为伟人呢？想想那些圣经上的

中涉及人物说话的地方进行标注。朗读者可以分

人物以及那些令他们名垂青史的品质。

成三方，一方为旁白，一方为上帝，一方为摩西。

拉比 101

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

让学生们在当众朗诵之前先自行练习，以便可以
读得流畅通顺。你也可以让学生静静地读这篇故

关于祈祷
另一个有趣的讨论就是关于祷告的本质，以及我们

事，之后再以分角色扮演朗读。这种练习可以激

的祷告是否真的能促动上帝改变祂的决定。关于祷告，

发学生们的兴趣并更好地锻炼听力，要培养学生

怀爱伦在《善恶之争》上有此评论：“这大有慈悲的同

们的创造性学习能力。

房

一位救主，今日依然活着，祂乐意垂听人们有信心的祈
祷，如同祂从前在人间生活的时候一样。自然力是与
超自然力合作的。上帝的计划原来是要我们凭着信心

III. 结束

祈祷，祂就必应允；反之，我们若不祈求，祂就不赐

角

给我们了。”（第32章，第23段）。

活动

明白了这一点会如何改变：我们祈祷的方式呢？我
们祷告的次数呢？我们该为什么而祷告呢？

用一个活动结束课程，让学生用自己的话简单进行

结合学生课本…
请学生们查阅他们课程的其他部分。
* 名言锦囊

* 妙语连珠

请学生们回答“名言锦囊”中所引用的内容是

向学生们指出今天学课中所列出的、与本周故

怎样传达本课故事之重点的。

事相关的经文。要求他们阅读经文并请每个人

* 聚光灯

选出他们今天感受最深的经文。然后，请他们

阅读聚光灯部分的内容，然后向学生们指出，

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

这些内容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从本周故事的注

或者，为选出与他们最有关的一句，你可以请

释——《先祖与先知》这本书中找到。请学生

几个学生大声朗读一些指定的经文，然后进行

们回答，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和刚刚讨论的“走

讨论。

出故事”的材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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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

这篇故事中包含的教训异常丰富，我们难以知道究

将学生们分成两人或三人小组，预备进行以下活动。

竟应该把哪一条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以色列人

让每个学生在出埃及记中，列出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五到

那么快就忘记了上帝为他们所行的大事并轻而易举地陷

十件主要事情。这些事情必须能明确证明上帝对以色列

入罪恶之中。你过去曾否也忘记了上帝为你所做的事呢？

人的保护和照顾。之后，在这张纸的另一面，写上上帝

你是否也忘了纪念上帝的恩典呢？

在他们自己生活中对他们的保护与照顾。完成之后，让

此外，摩西在面对大群绝望的群众时所表现的是多么

每个成员和全班分享。

勇敢的气慨。你的朋友是否也有人陷入绝望呢？即便他们

听取学生们的报告后，老师可以提问以下问题：在

正在行错路，他们是否也需要有人一直为他们祷告呢？

考验来临的时刻，你过去的经验足够让你忠于上帝吗？

上帝划下了一条界限，每个人都有机会进行选择，

如果不能，你需要做哪些事来使你有能力抵挡生活中所

要么悔改并承认他们忠于上帝，要么固执坚行己路，你

临到的试探呢？

愿意选择哪边呢？或许上帝今天就在呼召你站在正确的
一边。

小结

在你读到这个故事时，或上帝给你一个机会，让你

用自己的话分享下列观点：

承认你需要上帝的恩典并效忠于祂。

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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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学生坚持阅读计划，就是带他们走近对圣经那出自灵感的注释——历代之争系列
丛书。本课的阅读内容是《先祖与先知》第28章。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社已经为你对《先祖与先知》进行了专门的现
代化改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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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角

石
2015年5月23日

圣经故事：出埃及记32-34章
注释：《先祖与先知》第28章

上帝再三思虑
房
角
石

Photo by Tim 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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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聚光灯
“在摩西看来，上帝选民的兴盛，比他自己的尊荣更重
要，比他成为一个大国之父的特权更可贵。上帝赞许他的
忠诚，天真和正直，就以他为忠心的牧人，把率领以色列
进入应许之地的责任托付给他。”（《先祖与先知》第28
章，第14段）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
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
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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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摩西便恳求耶和
华他的上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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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32:9-11）

次日清早，百姓起

你

的 看法？

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
吃喝，起来玩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

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请解释：
•上帝决不改变祂的想法。
•当我们有自私的倾向并专注自己时，试
探就来了。
•上帝理应惩罚那些故意选择犯罪之
人。
•上帝的愤怒与公义似乎和祂的怜悯
与慈爱相矛盾。
•避免陷入试探的最好方法就是坚
固自己的信心。
上述的话语引出了本周故事的核
心。你认为以上哪种说法最需
要讨论并学习？为什么？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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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
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

走进
故事

吗？

“百 姓 见 摩 西 迟 延
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

伦那里，对他说：‘起来，
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
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
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

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
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
环，拿来给我。’

圣经上经常把以色列人称为“硬
着颈项”的百姓。“硬着颈项”

34

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
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道他遭了什么事。’

你知道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它下

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
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

这个短语在希伯来原文中的意

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
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
自于牲畜或劳作的动物不肯顺服
作成。他们就说：‘以
于缰绳或轭。顽梗的牲畜固执地
色列啊，这是领你出
不肯弯下脖子来拉车。你在出
埃及地的神。’亚伦
32:9;33:3,5;34:9;申
9:13中 也 能 看 到 一 些
看见，就在牛犊面
例子。
前筑坛，且宣告
圣经中记载人们说了一
说：‘明日要
些滑稽的话，亚伦在出埃
向耶和华守
及记32:23,24中所说的
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
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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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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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埃及人议
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
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

思是“顽梗。”这个词的意象来

有多滑稽?

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
降祸与你的百姓……’
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
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出32:1-14）

走出
故事

妙语连珠

这段经文中的哪些词语或短语是本故事
的核心？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
悯、有恩典的上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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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
及子，直到三四代。’”（出34:6,7）
“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
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路23:34）

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谁？这次事件如何反映出他们品
格和个性？

“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
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雅4:7）
“若 是 你 们 以 侍 奉 耶 和 华 为 不
好 ，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
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
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
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
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书24:15）

这故事中，上帝有使你感到震惊的态度与做法吗？

故事中摩西的态度与做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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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怀疑上帝并陷入犯罪的深渊
呢？

言锦囊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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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上帝在这故事中想向你传递什么讯息呢？

“信仰是个人信念的最好替
代品。”——奥斯卡•王尔
德，十九世纪英国（爱尔兰出
生）作家。

“不相信一件事源于对另一件事
的盲信。”——乔治•里奇坦伯格，
十八世纪德国哲学教授。

“怜悯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亚瑟•
叔本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

活灵活现
安息日
本周课程“你的看法？”部分你
的想法如何？你认为哪些观点容
易回应，哪些需要多一点思考？
哪些观点与你最近个人生活中的
经历有联系？雅各书4:7说，“故
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
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了。”想一想，你如何将这节经
文应用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挑
战上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日

房
角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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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走进故事”中，请回答“走
出故事”中的问题。在阅读并回
答问题的过程中，你会注意到一
些主题，今天，哪个主题令你印
象最深？你如何了解上帝的愤怒
和祂的慈悲与怜悯呢？这个故事
表达出上帝品格的两个方面。将
这两方面联系起来，你觉得困难
吗？圣经中有哪些其他故事，能
在表现上帝愤怒与审判的同时，
也体现出祂的恩典与慈悲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星期一
本周存心节来自于出埃及记32:911。将这段经文多读几遍，如果可
以，尝试看看这段经文的其他几
个圣经版本。你认为“硬着颈项”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哪
些方面也曾这样顽固并不肯顺服
呢？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忍耐似乎
已达至预点。以下哪种情况最冒
犯上帝呢？
·虽然上帝已经为他们行了那么
多大事，他们还是很容易失去
信心。
·以色列人将上帝为他们做的事

归功于金牛犊。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顽固地拒绝
了上帝赐给他们的悔改机会。
（阅读出埃及记32章）

星期二
本周课程“聚光灯”部分的引文
选自《先祖与先知》，内中刻画
了摩西无与伦比的领袖特质——
真正的无私。阅读这段引文，并
想一想，在你所认识的人中，有
谁表现出这种谦卑的精神呢。他
们生活中有哪些行动或品质，和
摩西的态度和行为很类似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罪恶，不论他们因此受多大的痛
苦，也要借以证明自己的坚贞。”
（《先祖与先知》第28章，第22
段）你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吗？虽
然被误解受讥诮，却仍旧坚持正
义。

星期五
阅读出埃及记34:6,7。尝试不用
圣经的词语，用自己的话重写这
段经文。上帝虽大于我们安全舒
适的小圈子，却随时与我们保持
亲密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像摩西为百姓代求一样，今天你
想为谁代求？你为家人、朋友或
你所认识的，正走在错路上的人
祷告。

星期三
本周“妙语连珠”部分有一些出
自本周故事的经文，以及和本周
主题有关的经文。阅读这些经文
（以及存心节）并找出一节最能
应用于你今天生活的经文。花点
时间将它们记在心中，并祈求上
帝赐你机会把这篇故事讲给别人
听。这个人现在可能正处于人生
的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是
站在上帝一边，还是继续顽梗地
坚持自己的做法。恳切地为他们
祷告，并祈求上帝引导你去鼓励
他们站在上帝这一边。

星期四
《先祖与先知》第28章让我们从
另一个角度去看西奈山下偶像崇
拜的事。阅读本章内容时，找出
能使你更明白本课内容的教训。
另外，你也会读到能让你在生活
中获得鼓励和指引的段落。怀爱
伦描述了这样一个有效的原则：
“上帝愿意祂的仆人忠实地斥责

本周阅读*
《先祖与先知》第28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访问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按
照这个计划，你一年之内至少可以读完
一本历代之争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