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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表基督的人物(四)摩西

簡述摩西的一生(三個四十年)

摩西預表基督是拯救者,先知,和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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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出生的背景

以色列人是神的選民，但他們在埃及卻落入十分悲慘的光
景，他們因所受的痛苦而發出哀聲。神聽見他們的哀聲，要
下來拯救他們，使他們離開埃及，脫離埃及人的暴政，這是
神拯救以色列人消極一面的目的。神還有一個更積極的目
的，就是要帶祂的選民，進入一塊美好寬闊的流奶與蜜之
地，就是神應許給他們祖宗亞伯拉罕的迦南美地。

為此，神需要呼召一個人，來為神完成這目的，摩西就是神
所預備為著完成神旨意的器皿。我們都知道摩西出生的奇妙
故事，他的母親生下他後，見他俊美，就將他藏了三個月。
到不能再藏的時候，就把他放在一個蒲草箱裡，擱在尼羅河
邊的蘆荻中，而為法老的女兒所收養。但藉著他姊姊米利暗
智慧的向法老女兒推薦，摩西的母親又作了他的乳母，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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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七章20-38

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他被
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摩西學了
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他將到四十歲，心中
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裡，見他們一個人受冤
屈，就護庇他，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
為弟兄必明白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他們卻不明白。第二
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是
弟兄，為什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
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
人嗎？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於米甸；在那裡生了兩個
兒子。過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曠野，有一位天使從荊棘火焰
中向摩西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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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七章20-38

摩西見了那異象，便覺希奇，正進前觀看的時候，有主的聲音
說：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
神。摩西戰戰兢兢，不敢觀看。主對他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
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
實在看見了，他們悲歎的聲音，我也聽見了。我下來要救他
們。你來！我要差你往埃及去。這摩西就是百姓棄絕說誰立你
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的；神卻藉那在荊棘中顯現之使者的手
差派他作首領、作救贖的。這人領百姓出來，在埃及，在紅
海、在曠野，四十年間行了奇事神蹟。那曾對以色列人說神要
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這位摩西。
這人曾在曠野會中和西乃山上，與那對他說話的天使同在，又
與我們的祖宗同在，並且領受活潑的聖言傳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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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三個四十年
摩西一生一百二十年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段是
四十年，第二個階段是四十年，第三個階段也是四十年。

摩西他第一個四十年他學了一句話，I am something.

第二個四十年他學會了另外一句話，I am nothing.

到第三個四十年他才學會這一句話，God is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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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一個四十年

自我價值的建立—我能

摩西第一個四十年，他做埃及王子。他原本是以色列人，在
當時被埃及人所統治，埃及人欺壓以色列人，甚至要將以色
列初生男嬰全部殺害。但是上帝存留了他，摩西被法老王的
女兒撿去，在王宮長大，他受到王子般的教育與訓練。

從人的觀點來看，摩西的第一個四十年，自我形象極為良
好。摩西長得俊美非凡，外在條件非常好，他的家世、背景
非常好，是法老王女兒在王宮內所扶養長大的。在王宮受到
極為良好的訓練，因此具備各種能力與才幹。摩西對自己非
常有信心，當他看見埃及人欺侮以色列人時，他覺得要為以
色列人打抱不平，捨我其誰，就將那人打死了。摩西當時的
自我形象價值，建立在我有哪些條件，別人怎麼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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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一個四十年

來11:23-27摩西生下來，他的父母見他是個俊美的孩子，就
因著信，把他藏了三個月，並不怕王命。摩西因著信，長大
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
物更寶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
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

摩西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的凌辱，比埃及的財
物更寶貴。摩西怎會有此決定？何來原動力？動機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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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怎會有此決定？何來原動力？動機是甚
麼？

他的態度願意遵行神的旨意，願意把神的旨意置於首位，願
意服在神的手下，願意尋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同時，他看見
同胞的痛苦，動了憐憫的心，他關心同胞，愛神也愛同胞：
所以摩西作了個非常難得的決定；因為他的四圍都是世界，
很容易被吸引，摩西勝過世界的秘訣在於信心，他拒絕法老
皇宮的地位，拒絕暫時的喜樂；罪中之樂，財寶，享受，他
一概不要，連埃及這個富有的國家，他都拒絕，希伯來書十
一章兩句話說明其所以然，「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想望」並非眼前的事，是遙遠的事，這是成熟的，屬靈者
的決定；不成熟者只顧眼前，是摩西是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摩西看見了那不能看見的主，當他看見主，其餘一切他都不
要；因為一切都要過去，只是暫時的，也不能徹底解決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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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失敗的原因

可惜摩西在第一階段失敗了；因他用自己的方法，用血氣進
行計劃，雖然他知道神要用他；他卻沒耐心等候。摩西看見
埃及人殺他的同胞，他熱血奔騰，急不及待；他雖有埃及人
的一切學問，但到底他是以色列人，他終於把那可惡的埃及
人打死：他動了血氣，所以不能成就神杓事。「因為人的怒
氣，並不能成就神的義。」（雅一20）

雖然摩西他是內才，外才全備的人。他裡面有多少，外面就
行出來。他是一個這樣聰明絕頂的人又是俊美，強壯，又是
位份上法老女兒的孩子，他用他的血氣說，「上帝啊，我事
奉你，我幫助你，我要做地上以色列國的元帥，我超越法老
所有的孩子，因為我知道他們沒有一個人比我學問好，沒有
一個人比我厲害。我把你的百姓救出來，我現在先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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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養我們的下一代

摩西的母親又作了他的乳母，並在這養育他的短短數年間，
將對神的認識傳輸給摩西。

今天我們是將下一代交給世界去扶養呢?

還是把我們的下一代帶到神面前?

我們會不會像法利賽人把難擔的擔子放在下一代身上，自己
一個指頭卻不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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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二個四十年
自我價值的破滅—原來我不能

上帝讓摩西經驗到一件事情，摩西殺了人出大事了。當下摩
西為了以色列同胞受到欺侮，殺了埃及人，他覺得自己棒透
了。但是第二天，他去勸導二個打架的以色列人，那人卻對
他說，你是誰啊？誰立你作我們的審判官與首領。摩西的地
位被挑戰時，他覺得受傷了。當法老王知道摩西殺了人，要
逮捕他時，摩西才知道在他上面還有一個地位更高的人—法
老王。這件事情的發生，讓摩西的生命裡面有一個自我形象
的破滅，原來他不是萬能的，他還是有害怕的。當摩西的自
我形象被挑戰的時候，他因為害怕就逃到曠野裡面，一躲就
待了四十年。

這四十年他做什麼工作呢？牧羊。每天把羊帶出去，晚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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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二個四十年
與神同工是神有求於你要與你合作嗎？上帝不需要。摩西的
第二個四十年學會一句話，I am nothing. 「這是他四十年以
後，總結就是這一句，我什麼都沒有，我完全無能，我沒有
用」。他所有的抱負，如同泡沫一樣的，已經完全消失了。
他所有的心志，偉大的策略，雄心大志的計劃完全付諸東流
了。到四十年最後一天他八十歲，已經是白髮蒼蒼，身體比
過去瘦弱的時候，他還是照樣帶羊到曠野去，在曠野為羊找
草吃。

摩西第二個四十年神給他長時間在平靜中學習，使他對神有
更深一步的認識。摩西和一般常人一樣，只覺得行動要緊，
一停頓下來就焦急。神把摩西帶到平靜之地，使他單獨得神
的教導。 摩西在曠野，神教導他，這是很重要的學習：神
裝備祂的僕人。摩西如同約伯，可以說：「從前風問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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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二個四十年
摩西早年所接觸的都是博學者，而在曠野都是普通的牧羊
人：摩西向他們學習：因為將來需要帶領一望平凡的，為奴
的人。摩西以往頭腦充滿理論，都是屬靈的知識：這時他深
深體驗神的真實，他看見神的真實：這時神才呼召摩西。

神的呼召是摩西第二階段的最高潮，四十年快過去之時，有
一天摩西在曠野放羊，他看見很奇妙的事；在曠野，荊棘遍
地叢生不以為奇；但摩西看見非凡的事，忽然荊棘被焚燒而
產生一種榮燿，並沒有被火焚毀：摩西所見不過是普通東
西，但有了火就成為榮耀的東西。他想到神的作為，平凡的
東西在神手中，就成為榮耀的東西：從神而來的榮耀和力
量，在神手中，荊棘和樹都沒有燒毀、沒有受害。摩西學
習，神的手在人的身上帶若榮燿，不會叫人受損，摩西學
習，他看見神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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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曠野後才能真正認識神

亞伯拉罕：因上帝指示而離開父家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他
經歷了信心的試驗，成為信心之父。以撒：因饑荒而離開父
家，在曠野經歷神豐盛的祝福，他的收成都是百倍。雅各：
因欺騙父兄取得長子名份而被追殺逃離父家，在曠野被神人
摸瘸後，學會了謙卑的功課，被賜名以色列。約瑟：因惹來
兄弟的忌妒，在曠野被賣掉，後來卻如他所作的夢一樣，成
為兄弟都向他下拜的埃及宰相，經歷了上帝應許的信實。以
利亞：原本帶著神大能火燒巴利先知的以利亞，卻在被耶洗
別追殺後膽小地逃到曠野，在那裏他得到上帝新的指示。

耶穌：被聖靈引導曠野受試探，在與魔鬼的對話中，辨明神
話語的真實。保羅：在曠野遇見耶穌後，成為影響初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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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神還是我掌權

當我們要去處理我們認為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時，我們該如何
面對?

太23:24 你們這瞎眼領路的，蠓蟲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
倒吞下去。

羅10:3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
了。

雅1:20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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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第三個四十年

自我價值的重建—靠著神能

摩西的生命裡有一個很大的轉換，在他八十歲的那一天，他
遇見了神。從摩西遇見神的那一天開始，他的生命有極大的
翻轉，摩西進入了他生命的第三個階段，神用他做極榮耀的
大事。神呼召摩西說，你來，我有一個託付給你。他帶著將
近兩百萬的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進到神所應許的地方。
摩西躲在米甸的曠野中四十年，每天面對羊群。摩西自己也
許覺得，自己的一輩子就將老死在曠野當中。但是在摩西對
自己放棄時，神對摩西說：你來，我要差派你。神給摩西生
命裡一個真正的價值。

詩篇九十篇就是摩西寫的，「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



17

摩西第三個四十年

上帝對摩西說，你來，我要差你去做一件事情，摩西說，我
不行。上帝對他說，我與你同在。今天我們不是外面有什麼
了不起的條件，而是裡面有沒有神的同在。生命裡面有神的
同在，才是我們生命最重要的價值。哥林多後書四章７節：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基督徒的價值不在於外在的盒子是精
緻的、或是粗糙的，而是在於我們的裡面有沒有寶貝。主在
我裡面，主與我同在，這才是寶貝，這才是我們生命?面豐
富的意義。如果一個漂亮的盒子，?面空無一物，那僅是一
個空盒子而已。重要的是，裡面的內容是什麼。今日的世
代，如果我們生命裡面沒有主，沒有寶貝在裡面，就會與別
人比較。摩西遇見神，經驗神對他說，神與你同在，這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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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話就是結論

上帝的話不是用來討論，上帝的話更不必辯論，上帝的話就
是結論。「摩西你去，你到埃及去，你回埃及去，你進王宮
裡去，你到法老的面前對他說，讓以色列百姓出去！」「主
啊，我原是離開王宮的，你叫我再進去嗎？我從前進出是合
法的，我殺了埃及人以後，我進出是不合法的，我是不能再
進去了的。」

上帝不跟你辯論，上帝不跟你討論，所以你怎麼討論都好，
結果還是聽上帝的話，沒有別條路。你怎麼想，怎麼辯，用
各樣的理由推辭，上帝只是給你時間，讓你顯出你的愚昧，
結果你還是要去。「主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上帝有沒
有說，那我叫錯人了，原來你是拙口笨舌的！上帝不會因為
你有足夠的理由，然後放他的計劃，上帝不會因為你用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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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拙口笨舌的

摩西說，「我是拙口笨舌的」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他知道神的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口才，不是他在
埃及所學的那些學問所能應付的，所以他從神的要求來看，
這偉大的神的計劃他已經知道了，不是他的才幹能應付的。
所以，從這個標準，從這個要求來看，他說「我是拙口笨舌
的」。

第二個理由，摩西說「我是拙口笨舌的」，四十年沒有訓練
口才，早已經遲鈍了，已經四十年！所以他想，「神的工作
我不配。我四十年沒有用口好好講話，我怎麼能？埃及文也
沒有用，希伯來文也沒有用，我只用米甸文，我怎麼能對埃
及的王宮和他辯論講解這些事呢」？上帝不說，「那你不必
去」。上帝問他說是「誰造你的口？是誰造你的舌頭」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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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為人極其謙和

後來，摩西長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裡，看他們的重擔，見
一個埃及人打希伯來人的一個弟兄。他左右觀看，見沒有
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裡。」（出2：11-12）
「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民12：3）
當初摩西看到不平的事情就出手相助，一氣之下甚至將人打
死，從這件事情就看到摩西性情比較正直剛烈，熱情、勇
敢。但聖經上又記著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如果是極其謙和的
人肯定不會輕易動手打人甚至將人打死，那這兩處記載又是
怎麼回事呢？
在摩西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時，不僅僅為人極其謙和，而且
很有忍耐力，看到以色列民在曠野為了喝水、吃肉等許多事
上多次發怨言，攻擊摩西，試探神，摩西都包容忍耐了下
來，甚至當以色列人的怨言達到耶和華神的耳中，觸怒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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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到沉默

摩西從被亞倫和米利暗毀謗的事件中，他學習到沉默的重
要，在他們出言攻擊時選擇不發一言，沒有為自己表白甚
麼。因為摩西應該是最清楚他的權柄是從何而來的人，一切
對他權柄的毀謗與批評，其實是指向他權柄的源頭──耶和
華，所以他不在意聽這些，他深信耶和華自己會聽見。所以
「謙和」並不單純是忍受屈辱，而是更尊重最終的權柄。新
約使徒保羅曾對哥林多人說，「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
斷，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林前四
3）。因此一切權柄的表白，只能從賜權柄的神而來。而且默
然不語是遠勝過反駁，讓毀謗的話無人接口，其人便會自覺
尷尬了。所以毀謗的話、批評的話臨到我們事奉神的人身上
時，只要謙和面對，這些話就只管讓神去聽吧。對於人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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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的考驗

以色列百姓的無知和頑劣，對摩西的領導造成很大的挑戰和
壓力。在他於西乃山上四十晝夜遲遲不返，而以色列百姓竟
轉去為自己造偶像來敬拜一事上，摩西的確要面對從神而
來，能使他自己的後裔成為大國的「野心」的考驗。但他所
關心的完全是神的榮耀和以色列百姓的福祉，忠於他被呼召
的目的。「野心」臨到摩西成為試探，對我們又何嘗不真實
呢？在我們的事奉中都會有種種的辛酸的考驗，使我們偏離
召命，總想找個機會改變環境，或尋找晉升的機會榮耀人
前，滿足「野心」。但我們要小心，神只想我們忠於召命，
放下「野心」，單單依靠衪的大能和應許。我們應先求衪的
國和衪的義，而我們需要的恩典衪必會加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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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摩西更偉大的先知

公元33年五旬節過後不久，彼得和約翰治好了一個出自娘胎
就跛腳的乞丐。民眾看見這個從前跛腳的人可以走路，就
「驚詫莫名」，於是都跑到聖殿去看個究竟。使徒彼得站在
民眾面前，向他們講話。他引用摩西的預言，指出這個預言
在耶穌基督身上應驗了。彼得告訴民眾，他憑著耶和華通過
耶穌基督所賜的聖靈使這個人走路，然後引用《希伯來語經
卷》的話，說：「摩西說過：『耶和華上帝必從你們的弟兄
當中，為你們興起一位像我一樣的先知。凡他對你們說的，
你們都要聽從。』」（使徒行傳3:11,22,23；申命記
18:15,18,19）

彼得提及一位比摩西更偉大的先知，為什麼民眾聽了不感到
陌生？彼得的聽眾是猶太人，十分尊重摩西，對摩西的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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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摩西是真先知

大多數人以為，先知僅指預言未來的人，其實說預言只是先
知職責的一部分而已。真先知是受耶和華啟示的，所傳達的
是耶和華的信息，他們宣揚「上帝威嚴偉大的事」。先知要
傳達的信息包括宣布未來會發生的事，透露上帝旨意的一些
細節，宣告上帝的判決。摩西所做的正好表明他是真先知。
耶和華降下十場災殃打擊埃及，在每一場發生之前，摩西都
事先宣布。他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頒布律法之約，此外還教
導他們遵行上帝的旨意。不過，後來會有一位比摩西更偉大
的先知來臨。

約翰宣布，猶太人期待已久的那位先知終於來到了，那位比
摩西更偉大的先知就是耶穌基督。（約翰福音1:23-36）身為
先知，耶穌說了許多預言，例如他談到自己的死亡時，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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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保

摩西是上帝在曠野中與以色列人立約時被揀選的中保。以色
列人在埃及為奴以後，在西奈山下，這支民族與上帝進入了
盟約。這約是在摩西上山代表他們領受十誡時開始的，從
此，摩西開始在上帝與祂子民之間作中保。摩西也掌管立定
這約所需的儀式，並作為上帝根據這約向以色列所立神聖應
許的寄託者。因此，他成為西奈之約的中保，這約任命了一
個地上的祭司來獻祭和獻牲祭，為著遮蓋以色列的罪孽。樣
地，基督是新約的中保，立約在祂自己的寶血。希伯來書的
作者實際地邀請我們把摩西和耶穌直接對照，他花很多時間
在描述他們各自作為兩個不同約的中保角色。

例如，希伯來書談到耶穌如何「為那設立他的盡忠，如同摩
西在神的全家盡忠一樣。」（希伯來書 3:2）這樣的比喻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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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盟約中不斷出現的獻祭，就是描述基督在天上一次性地
為所有人流贖罪的血成為我們永恆救恩在地上的「形狀」或
「影像」，（希伯來書 8:5；9:23；10:1）。希伯來書所做的
結論為基督是「更美的約」的中保（希伯來書 8:6）。

為何是這樣呢？

首先，因為新約有一位更好的中保。摩西有缺點，祭司亞倫
有「軟弱」，並且他們都需要先為自己的罪贖罪，但我們的
大祭司基督「像這樣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
過諸天......」（希伯來書 7:26）。

第二，因為這約「原是憑更美之應許立的。」（希伯來書
8：6b）首先，主藉著起誓，宣告彌賽亞永遠是大祭司（詩
篇 110:4；希伯來書 5:6；6:20；7:17-28）。此外，主應許
這新約使罪得到完全的赦免。正如先知耶利米所解釋的那
樣，藉著摩西所立的第一個約，為上帝提供暫時漠視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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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求者

摩西是他的百姓的代求者，多次使他們免於上帝憤怒中的毀
滅（出埃及 32:11-記14；出埃及記 14:11-20）。當以色列人
因敬拜金牛犢而犯罪時，神在憤怒中準備毀滅他們，但摩西
求主饒恕他們。他最後一招防線就是在必要時提供自己的救
贖，他說，「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出埃
及記 32:32）。再次，當十個探子提供差勁的回報時，上帝
已經準備好第二次將以色列人消滅，摩西求情，主再次寬
恕。在這裡，摩西求主，「求你照你的大慈愛赦免這百姓的
罪孽。」（民數記 14:19）在許多方面，摩西扮演最重要的
角色是代求者。基督也以相似的方式作我們的代求者，如果
沒有祂，我們將完全喪失。先知以賽亞就寫下那激動人心受
苦難的彌賽亞，先知以賽亞這樣預言：「所以，我要使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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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和摩西其他相似之處

□兩人都放棄了高位，為要事奉耶和華，替他的子民服
務。——哥林多後書8:9；腓立比書2:5-8；希伯來書11:24-26

□兩人都是上帝所揀選的「受膏者」。——馬可福音
14:61,62；約翰福音4:25,26；希伯來書11:26

□兩人都奉耶和華的名而來。——出埃及記3:13-16；約翰福
音5:43；17:4,6,26

□兩人都十分謙和。——民數記12:3；馬太福音11:28-30

□兩人都蒙上帝任用，使很多人得到從天而降的食物。——
出埃及記16:12；約翰福音6:48-51

□兩人都頒律法，行審判。——出埃及記18:13；瑪拉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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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跟耶穌的經歷相似之處

耶穌早年的經歷，在某些方面跟摩西的經歷很相似。比如
說，摩西和耶穌年幼時都曾經避開暴君的毒手。（出埃及記
1:22－2:10；馬太福音2:7-14）此外，兩人都蒙上帝從埃及
召出來。何西阿先知說：「以色列年輕的時候，我就愛他。
我從埃及把我的兒子召出來。」（何西阿書11:1）何西阿的
話是指，以色列人在上帝所立的領袖摩西帶領下離開埃及。
（出埃及記4:22,23；12:29-37）不過，何西阿的話不只是跟
以前發生的事有關，還是個預言，讓人知道日後要發生的一
件事。希律王死後，約瑟和馬利亞帶著小孩耶穌離開埃及回
到以色列地。這時候，何西阿的預言就應驗了。（馬太福音
2:15,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