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記 - 救贖的主

虛己成信(出16章; 民11:1-9)

點擊下面的鏈接聽道

袁惠鈞博士 (Dr. Sidney Yuan)

(swyuan@ucla.edu)

證道於培城宣聖教會

3700 East Sierra Madre Boulevard

Pasadena, California  91107

https://sermons.faithlife.com/series/51900--
https://sermons.faithlife.com/sermons/343039
https://sermons.faithlife.com/profile/sidneyyuan-n
http://www.church.com.hk/acms/content.asp?site=cdc&op=search&type=product&field=author&text=袁惠鈞博士


林前 10: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曉得、
我們的祖宗從前都在雲下、都從海中經過．
10:5 但他們中間、多半是 神不喜歡的人．
所以在曠野倒斃。
1)10:7-拜金牛，拜偶像。我們精神上的寄託
- 金錢，名利。
2)10:8-行淫。我們身體上的需要 - 舒適,享
受。
3)10:9-10,我們得不到精神上的寄託, 得不
到身體上的需要，就埋怨。

自我就是不信的罪



出 15 章, 在馬拉(苦)曠野，神教以
色列人如何逆苦成福。將苦水變甜，
將苦難變成祝福。經文 15:25 說這

是試驗。

出 16 章, 在汛(荊棘,罪)的曠野,神
教以色列人如何虛己成信。 將自我
，或不信的罪變為信心。經文 16:4 
說這是試驗。

15和 16章相似的地方



出埃及記 16:13-16
⚫ 到了晚上、有鵪鶉飛來、遮滿了營．早

晨在營四圍的地上有露水、

⚫ 露水上升之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
霜的小圓物。

⚫ 以色列人看見、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
對問說、這是甚麼呢．摩西對他們說、
這就是耶和華給你們吃的食物。

⚫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你們要按著各
人的飯量、為帳棚裏的人按著人數收起
來、各拿一俄梅珥。



⚫ 以色列人就這樣行、有多收的、有少
收的。

⚫ 及至用俄梅珥量一量、多收的也沒有
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各人按著自己
的飯量收取。

⚫ 摩西對他們說、所收的、不許甚麼人
留到早晨。

⚫ 然而他們不聽摩西的話、內中有留到
早晨的、就生蟲變臭了．摩西便向他
們發怒。

出埃及記 16:17-20



⚫ 他們每日早晨、按著各人的飯量收取、
日頭一發熱、就消化了。

⚫ 到第六天、他們收了雙倍的食物、每人
兩俄梅珥．會眾的官長來告訴摩西。

⚫ 摩西對他們說、耶和華這樣說、明天是
聖安息日、是向耶和華守的聖安息日、
你們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
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 他們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
裏頭也沒有蟲子。

出埃及記 16:21-24



⚫ 摩西說、你們今天吃這個吧、因為今
天是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你們在田
野必找不著了。

⚫ 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
那一天必沒有了。

⚫ 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甚麼也找
不著。

⚫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們不肯守我的誡
命和律法、要到幾時呢。

出埃及記 16:25-28



⚫ 你們看、耶和華既將安息日賜給你們、
所以第六天他賜給你們兩天的食物、第
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許甚麼
人出去。

⚫ 於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 這食物、以色列家叫嗎哪．樣子像芫荽

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攙蜜的薄
⚫ 摩西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要將

一滿俄梅珥嗎哪留到世世代代、使後人
可以看見我當日將你們領出埃及地、在
曠野所給你們吃的食物。

出埃及記 16:29-32



⚫ 摩西對亞倫說、你拿一個罐子、盛一
滿俄梅珥嗎哪、存在耶和華面前、要
留到世世代代。

⚫ 耶和華怎麼吩咐摩西、亞倫就怎麼行
、把嗎哪放在法櫃前存留。

⚫ 以色列人吃嗎哪共四十年、直到進了
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

⚫ 〔俄梅珥乃伊法十分之一〕。

出埃及記 16:33-36



1500 年後歷史重演

在汛的曠野, 耶和華教導以色列人，不要
單靠食物，要信靠神(出 16:4-5)。

在迦百農, 耶穌基督教導以色列人，不要
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
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們的．因為
人子是父 神所印證的(約 6:27)。



A)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的人有
永生(約 6:47)。

B)我就是生命的糧(約 6:48)。
B)你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嗎哪、
還是死了(約 6:49)。

A)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
就不死(約 6:50)。
⚫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

、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
藏的嗎哪賜給他(啟 2:17)．

嗎哪是基督的預像



嗎哪 耶穌基督
出 16:15 以色列人看見、
不知道是甚麼、就彼此對
問說、這是甚麼呢．

約 8:14 因我知道我從那裏來、往那
裏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那裏來、往
那裏去。

出 16:7 早晨、你們要看
見耶和華的榮耀

約 8:58 耶穌回答說、我若榮耀自己、

我的榮耀就算不得甚麼．榮耀我的乃
是我的父

出 16:4 耶和華對摩西說、
我要將糧食從天降給你們

約 8:23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
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
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

出 16:14a 露水上升之後、
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

約 8:46 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

出 16:14 b … 的小圓物 約 8:49 我尊敬我的父,你們倒輕慢我。

嗎哪是耶穌基督的預像



回應 - 虛己成信
⚫ 3:4-5 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別人想他
可以靠肉體、我更可以靠著了。 我第八天受
割禮、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
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法說、我是
法利賽人．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
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 3:7-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
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 3: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
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看顧的主 拯救的主 引領的主 配受敬拜的主

象徵 神 羔羊 雲柱, 煙柱 律法 會幕

章節 1-2 章 3-12 章 13-18 章 19-24 章 25-40 章

地方 埃及 埃及 曠野路上 西乃山 西乃山

經文 彼前 5:7 林前 5:7 帖前 3:11 西 2:17 啟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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