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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到神那裡，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
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
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
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
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



出埃及記的主題是「做神的子民」。

出埃及代表神的救贖，而救贖的目的是歸
耶和華為聖，做他的子民。

神啟示摩西他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說：
「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你
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
（出19:3-6）



創世記 出埃及記

選民 聖民

蒙神揀選 作神子民

一個家族 一個民族

成為大國的應許 成為大國的應驗



埃及

(綑綁之地)

曠野
(漂流之地)

迦南
(應許之地)

你在哪裡?

出 進



1. 神拯救人（神的救贖）: 神的恩典在人間（1-18章）
◦ 摩西（神賜下救者）
◦ 十災（神賜下救法）

2. 神教導人（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在人間（19-24章）
◦ 十誡（總綱）
◦ 約書（細節）

3. 神親近人（神的同在）: 神的帳幕在人間（25-40章）
◦ 建造會幕的指示（25-31章）
◦ 建造會幕的攔阻（32-34章）
◦ 見造會幕的過程（35-40章）



 1.以色列人在埃及（1-12）

2.以色列人在路上（13-18）

3.以色列人在西乃（19-40）



歌珊

西乃山



歌珊

西乃山





埃及於主前3,200年左右立國，位於尼羅河流域，
歷史悠久，可分為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及後
王國四個時期。

主前343年為波斯所征服，雖將法老制度保存下
來，但做法老的已不是埃及人了。

主前331年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征服埃及，並建立亞
力山太城（Alexandria，亞波羅的故鄉，徒

18:24），從此埃及受希臘人統治。



亞歷山大死後，其將領多羅米（Ptolemy）統治
埃及，成立多羅米王朝，其統治者仍稱為法老。

主前30年，羅馬征服埃及，女王克立歐派拉七世
自殺，法老制度結束。

主後七世紀中期，阿拉伯人入侵埃及，建立阿拉
伯帝國。



主後1517年埃及為土耳其人所征服，成為一
個行省。

主後1800年前後，法國拿破崙曾派兵短期
入侵埃及。

主後1882英國佔領埃及。
 1922年埃及宣告獨立。
 1971年改國名為「埃及阿拉伯共和國Arab 

Republic of Egypt」。





親生父母：父親暗蘭，母親約基別，兩人
都是利未人

養母：法老的女兒，一位埃及公主
親人：姊姊米利暗，哥哥亞倫
歲數：摩西死時120歲，「眼目沒有昏花，
精神沒有衰敗」



三個四十年: 
◦頭四十年在埃及受教育, 

◦中四十年在米甸牧羊, 

◦後四十年帶領以色列人.

摩西的屍首：「天使長米迦勒為摩西的屍首
與魔鬼爭辯…」 （猶大書9）

耶穌登山變像，摩西與主說話：「忽然有摩
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



1. 第一個四十年：我能！
◦我能說話行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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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搭救同胞：就到了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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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7:22-25)



2. 第二個四十年：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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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承擔使命：摩西對神說:「我是什麼人, 竟
能去見法老, 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

◦我不能完成使命：摩西對耶和華說:「主啊，我素
日是不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第三個四十年：我不能，神能！
◦看耶和華施行救恩：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
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
恩。

◦行了奇事神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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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7:36-37）

◦摩西死的時候年一百二十歲；眼目沒有昏花，
精神沒有衰敗。（申34:10）



1. 神的呼召

2. 摩西的推託

3. 神的堅持與管教



1. 神的呼召
 神呼召工人：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
荊棘裡呼叫說：「摩西！摩西！」他說：我在
這裡。

 神賦予使命：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
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2. 摩西的推託
1. 第一次推拖：以資格不夠為藉口：我是什麼
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
來呢？

2. 第二次推拖：以知識不夠為藉口：他們若問
我，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

3. 第三次推拖：以信用不夠為藉口：他們必不
信我，也不聽我的話，必說，耶和華並沒有
向你顯現。

4. 第四次推拖：以能力不夠為藉口：主啊，我
素日是不能言的…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5. 第五次推拖：以沒有藉口為藉口：主啊，你
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



3. 神的堅持與管教
◦神的堅持：
 設立代言人：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的哥哥
利未人亞倫嗎？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他要替你對百姓
說話；你要以他當作口，他要以你當作神。

 應許神蹟：你手裡要拿這杖，好行神蹟。

 打發上路：耶和華在米甸對摩西說：你要回埃及去，
因為尋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神的管教：
 耶和華要殺摩西

 西坡拉救了摩西



經過：出埃及記 4:24-26

 “神的揀選”與“分別為聖”兩個原則
1. 神檢選他的工人

2. 蒙神檢選的人必須分別為聖

 摩西蒙神揀選，但卻未曾分別為聖，以至於
幾乎遭神擊殺



每逢一個新時代開始之時，神的管教特別
嚴厲。例：
1. 出埃及的開始：神要擊殺摩西

2. 祭司制度的開始：拿答、亞比戶獻凡火被神擊殺

3. 進入迦南的開始：亞干竊取擄物被殺

4. 以耶路撒冷為敬拜中心的開始：烏撒扶約櫃被神擊殺

5. 教會時代的開始：亞拿尼亞夫婦欺哄聖靈被擊殺



1. 永生的神：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2. 神的名：神說，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

3. 造物之主：神說，誰造人的口？…豈不是我耶和
華麼？

4. 全能的神：神說，我曾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
各顯現為全能的神

5. 守約施慈愛的神：神說，我記念我的約



6. 獨一的神：神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7. 忌邪的神：神說，不可敬拜別神，因為耶和華是
忌邪的神，名為忌邪者

8. 慈愛公義的神：神說，耶和華，耶和華，是有憐
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
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和罪惡，
萬不以有罪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
直到三四代。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我是我所是
的)

這名表示神是永恆的, 自足的, 不變的

神要我們認識他的名, 信靠他, 親近他, 按著
他的名來敬拜他

耶穌屢次自稱為“我是”,宣告他的神性





災 埃及神 法老的反應 以色列人

1 水變血 尼羅河神 Hopi 法老心裡剛硬

2 蛙災 蛙神 Heqt 法老心裡剛硬

3 虱災 法老心裡剛硬

4 蝇災 法老心裡剛硬 沒有蒼蠅

5 畜疫之災 牛神 Apis

羊神 Khnum

法老心裡固執 牲畜沒有

死



災 埃及神 法老的反應 以色列人

6 瘡災 耶和華使法老

的心剛硬

7 雹災 耶和華使法老

的心剛硬

沒有冰雹

8 蝗災 耶和華使法老

的心剛硬

9 黑暗之災 太陽神 耶和華使法老

的心剛硬

家中有亮光

10 殺長子之災 法老神 耶和華使法老

的心剛硬

越過有羔羊

血之家



1. 法老自己的心剛硬：
o 前五災，法老自己心裡剛硬。

2. 神使（任憑）法老的心剛硬：
o 從第六災開始，耶和華使（任憑）法老的心
剛硬。

o 法老自己的心先剛硬，屢次不改之後，神就
任憑他的心剛硬



1. 羔羊的預表
◦ 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
了。」（林前5:7）

2. 羔羊的條件
◦必須是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

◦代表完美的、上好的

3. 羔羊的拯救
◦將羊羔的血塗在門楣和門框上，“我一見這血，
就越過你們去”



出埃及的日期有兩種說法:
1. 根據聖經的說法：主前1446年
◦ 所羅門開始建殿是在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

480年，所羅門王做王第4年。”(王上 6:1)。因
為所羅門王第四年已被鑑定為主前966年，所
以出埃及的日期應為966+480=1446。



2. 根據一些學者的說法：主前1290左右
◦ 出埃及記1:10提到蘭塞城，因為蘭塞二世

(Rameses II)是一位出名的法老，他於主前13
世紀左右在位，曾經建築成世紀念自己的豐
功偉業。再加上考古學上的發現，主前13世紀
左右，有許多迦南地區的城市被毀，可能是
以色列人進迦南時所毀滅的城市，因此將出
埃及日期放在主前1290年左右。



大約二百萬人
◦以色列的男丁有60萬人，這些是 “20歲以外能出
去打仗的” (民數記1:3)
◦摩西說: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70歲，若是強壯可
到80歲” (雖然他自己活到120歲)
◦若以平均壽命為70歲，男女比例為1:1，以色列
的總人數為: 60萬 x 7/5 x 2 =168萬
◦除了以色列人之外，還有 “許多閒雜人”
◦我們可以說，出埃及的總人數，估計是大約兩
百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