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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欣牧师华欣牧师



引言引言

谁还记得四十天前主日信息的题目、经文和纲要？谁还记得四十天前主日信息的题目、经文和纲要？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

 

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约书亚记约书亚记》》11章章88节节



32:1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

 
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

 
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麽

 
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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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

 
环，拿来给亚伦。4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

 
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

 
你出埃及地的神。」5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

 
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6次日清早，百姓起

 
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一一 亚伦之谬亚伦之谬 －－ 违律令违律令 僭典章僭典章 以色列铸牛陷旧恶以色列铸牛陷旧恶

十诫（十诫（DecalogueDecalogue））
1 1 不可有别神不可有别神

 

6 6 不可杀人不可杀人
2 2 不可造偶像不可造偶像

 

7 7 不可奸淫不可奸淫
3 3 不可妄称神不可妄称神

 

8 8 不可偷盗不可偷盗
4 4 当守安息日当守安息日

 

9 9 不可作假不可作假
5 5 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

 

10 10 不可贪恋不可贪恋



一一 亚伦之谬亚伦之谬 －－ 违律令违律令 僭典章僭典章 以色列铸牛陷旧恶以色列铸牛陷旧恶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

 
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

 
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这世界和其上的情

 
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

《《约翰壹书约翰壹书》》 2:152:15--1717



一一 亚伦之谬亚伦之谬 －－ 违律令违律令 僭典章僭典章 以色列铸牛陷旧恶以色列铸牛陷旧恶
•• 金牛代表世界金牛代表世界
•• 妥协意味背叛妥协意味背叛

★★ 犯罪的结果是与神分离犯罪的结果是与神分离

32:132:1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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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

 

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麽事。」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麽事。」22亚伦对他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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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33百姓就百姓就

 

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44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

 

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领你出埃及地的神。」55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

 

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66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

 

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7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

 
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8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

 
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9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

 
百姓真是硬著颈项的百姓。10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们发烈

 
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後裔成为大国。」11摩西便恳求耶和

 
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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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为什麽使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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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後悔，

 
不降祸与你的百姓。13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

 
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後裔像天上的星

 
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後裔，他们要永

 
远承受为业。』」14於是耶和华後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

 
百姓



二二 上帝之悔上帝之悔 －－ 守誓言守誓言 念前约念前约 耶和华施怜改初衷耶和华施怜改初衷

凯撒之死凯撒之死 Vincenzo Camuccini



二二 上帝之悔上帝之悔 －－ 守誓言守誓言 念前约念前约 耶和华施怜改初衷耶和华施怜改初衷
•• 悖逆的人必在罪恶中毁灭悖逆的人必在罪恶中毁灭
•• 信实的神愿在怜悯中等待信实的神愿在怜悯中等待

★★ 上帝的心意是罪人悔改上帝的心意是罪人悔改

…… 99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著颈项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著颈项的百姓。1010你且你且

 

由著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後裔成为大由著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後裔成为大

 

国。」国。」1111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麽向你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麽向你

 

的百姓发烈怒呢？的百姓发烈怒呢？……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後悔，不降祸与你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後悔，不降祸与你

 

的百姓。的百姓。1313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求你记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

 

自己起誓说：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我必使你们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

 

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後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後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1414於是於是

 

耶和华後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耶和华後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



二二 上帝之悔上帝之悔 －－ 守誓言守誓言 念前约念前约 耶和华施怜改初衷耶和华施怜改初衷
•• 悖逆的人必在罪恶中毁灭悖逆的人必在罪恶中毁灭
•• 信实的神愿在怜悯中等待信实的神愿在怜悯中等待

★★ 上帝的心意是罪人悔改上帝的心意是罪人悔改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

 
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得后书彼得后书3:9)3:9)

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

 
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

 
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

 

((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3:11)33:11)



15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著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

 
那面都有字，16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版上。17约

 
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争战的

 
声音。」18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

 
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19摩西挨近营前

 
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

 
碎了，20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

 
上，叫以色列人喝。21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

 
麽？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22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

 
怒。这百姓专於作恶，是你知道的。23他们对我说：『你为我

 
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

 
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麽事。』24我对他们说：『凡有金

 
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

 
犊便出来了。」



25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

 
讥刺），26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

 
我这里来！」於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27他对他

 
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

 
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

 
伴并邻舍。』」28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

 
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29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

 
耶和华为圣，各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与

 
你们。」



三三 摩西之怒摩西之怒 －－ 摔石版摔石版 焚偶像焚偶像 利未横刀除奸务尽利未横刀除奸务尽
•• 蒙福之前必离弃罪孽蒙福之前必离弃罪孽
•• 属神之后要洁净己身属神之后要洁净己身

★★ 子民的责任是清心归主子民的责任是清心归主

1515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著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著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1919摩西挨近营摩西挨近营

 

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2020

 

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

 

2121摩西对亚伦说：「摩西对亚伦说：「……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2222亚伦说：「亚伦说：「……我把金我把金

 

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2525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

 

们，们，……），），2626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

 

於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於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2727他对他们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各人把刀跨你们各人把刀跨

 

在腰间，在营中往来，在腰间，在营中往来，……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各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舍。。』』」」……。那一天。那一天

 

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2929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

 

圣，圣，……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



30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

 
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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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求你从你所

 
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33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

 
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34现在你去领这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

 
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35耶和华杀百姓

 
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四四 使者之恩使者之恩 －－ 赎罪愆赎罪愆 向福地向福地 子民上路改过须诚子民上路改过须诚
•• 摩西作中保启示耶稣的拯救摩西作中保启示耶稣的拯救
•• 使者指道路彰显天父的恩情使者指道路彰显天父的恩情

★★ 未来的希望是仰赖真神未来的希望是仰赖真神

3030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

 

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3131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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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3232倘或你肯赦免他倘或你肯赦免他

 

们的罪，们的罪，………… 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3333耶和华耶和华

 

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3434现在你去现在你去

 

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

 

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3535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

 

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四四 使者之恩使者之恩 －－ 赎罪愆赎罪愆 向福地向福地 子民上路改过须诚子民上路改过须诚
•• 摩西作中保启示耶稣的拯救摩西作中保启示耶稣的拯救
•• 使者指道路彰显天父的恩情使者指道路彰显天父的恩情

★★ 未来的希望是仰赖真神未来的希望是仰赖真神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

 

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箴言》》33章章55--66节节

You are the maker of my heartYou are the maker of my heart

 

…………

Tell me the story of Jesus, write on my heart Tell me the story of Jesus, write on my heart …………



金牛恩仇金牛恩仇 （出埃及记（出埃及记 32:132:1--3535））

一一 亚伦之谬亚伦之谬 －－ 违律令、僭典章、以色列铸牛陷旧恶违律令、僭典章、以色列铸牛陷旧恶
二二 上帝之悔上帝之悔 －－ 守誓言、念前约、耶和华施怜改初衷守誓言、念前约、耶和华施怜改初衷
三三 摩西之怒摩西之怒 －－ 摔石版、焚偶像、利未横刀除奸务尽摔石版、焚偶像、利未横刀除奸务尽
四四 使者之恩使者之恩 －－ 赎罪愆、向福地、子民上路改过须诚赎罪愆、向福地、子民上路改过须诚

★★ 犯罪的结果是与神分离犯罪的结果是与神分离
★★ 上帝的心意是罪人悔改上帝的心意是罪人悔改
★★ 子民的责任是清心归主子民的责任是清心归主
★★ 未来的希望是仰赖真神未来的希望是仰赖真神



总结总结
有形的金牛虽已摧毁，无形的金牛依然存在。耶稣也有形的金牛虽已摧毁，无形的金牛依然存在。耶稣也

 
曾在旷野四十日，被魔鬼同样地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曾在旷野四十日，被魔鬼同样地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试探。主耶稣的榜样是，以神口中欲和今生的骄傲来引诱试探。主耶稣的榜样是，以神口中

 
的一切话来击退魔鬼，行走义路。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的一切话来击退魔鬼，行走义路。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

 
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远离罪，亲近主，作专心仰赖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远离罪，亲近主，作专心仰赖

 
神的人，神必亲自带领我们前边的路。神的人，神必亲自带领我们前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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