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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閱讀創世記後，今年我們會繼續研讀出埃及記。出埃及記又被稱為「救贖之書」，

描述神對祂選民的「救贖」經過。 

出埃及記共有四十章，今個月我們會先讀頭十八章，然後四月會讀後半卷書。之後再

分段研讀出埃及記。 
──────────────────────────────────────────────────── 
第一週 (2 月 29 日至 3 月 6 日) : 第一章至第四章 
 
書名 

在希伯來文聖經之題目原為“We'elleh shemoth”，乃指「他們的名字」或簡稱作「名字」的意
思。七十士譯本則以“Exodus”取名之，是「出走」的意思；人陷在罪中作奴隸，神的救贖就是使人走
出罪的捆鎖。 
 
作者 

 本書為「摩西五經」之一，一般聖經學者均同意，「摩西五經」的作者為摩西。本書中也有幾處提

及摩西是《出埃及記》的作者(參出 17:14、24:4、34:27)。雖然有一些歷史批評家認為本書乃後世有人

將許多不同版本編訂在一起的，但由本書的連貫性、首尾相應、主題明顯，可看出此可能性甚低，全書

應是源出一人。並且，我們由本書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作者學識淵博，對古埃及相當熟悉，所描寫以色

列人出埃及的情景亦十分細緻，這正和摩西的身世十分符合 (參徒七 22；來十一 24~26)。 

 本書可算是摩西的自傳，他詳盡描述他幼年的生活，又詳細記載他如何蒙召，這一切都說明摩西

親自撰寫本書。 

新約也有經文指出摩西是此書的作者： 

可 12:26-27 
路 20:37 
約 1:45 
 
本書的特點 

- 本書所記載的神蹟，比舊約任何一卷書都多。 

- 本書特多預表，尤其是關乎基督和救贖的預表，處處俯拾皆是。書中重要的預表有： 

1. 以色列人預表新約的信徒。 

 2. 埃及預表生活的世界。 

 3. 法老預表世界的王魔鬼撒但。 

 4. 摩西預表基督是我們的先知、中保、代求者、君王、元帥、拯救者。 

 5. 亞倫預表基督是我們的大祭司。 

 6. 逾越節預表基督是那為我們被殺的羊羔。 

 7. 過紅海預表受浸。 

 8. 亞瑪力人預表肉體。 

 9. 嗎哪預表基督是我們生命的糧。 

 10. 磐石預表基督為我們被擊打而流出活水。 

 11. 會幕預表基督，也預表教會。 

 12. 雲柱、火柱和聖膏油皆預表聖靈。 

2016 年度 讀經計劃 

出埃及記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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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1. 摩西為人見義勇為，當他看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打時，便保護以色列人，把埃及人打

死了。之後見到兩個以色列人爭鬥，亦上前好言相勸。及後在米甸見到葉忒羅的女兒

被人欺負，他也起來幫助她們。但當神呼召摩西時，他卻諸多推搪，認為自己沒有能

力、以色列人不會相信他，而他亦沒有口才。摩西精通埃及各樣的知識，為什麼摩西

會覺得自己完成不到神的呼召？他的眼目在自己身上還是在神身上？你在事奉中也

試過認為自己不會做得好嗎？你試過靠著神去完成自己不擅長的工作嗎？ 

 

 

 
第二週 (3 月 7 日至 3 月 13 日)：第五章 1 節至第七章 7 節 
 

寫作時地 

 按照本書所記載，自雅各下埃及，至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其間共有四百三十年(出 12:40-41)。

又根據《列王紀上》所記載，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至所羅門王建造聖殿，其間共有四百八十年(王

上 6:1)。而所羅門王建造聖殿的日期，多數聖經學者推算是在主前 966 年左右。 

 根據上述資料，本書大約成書於以色列人進入西乃曠野的初期，領受律法、製作並豎立會幕(參出

40:1-2)之後不久，就在西乃曠野某地(或許是西乃山)書寫而成，其時約為主前 1450 年。 

 
主旨 

 本書論到神對祂選民的「救贖」經過，以及藉頒佈律法，和在山上指示摩西製造會幕的樣式，以顯

明神救贖的計劃和目的。故此，本書的主旨乃是「救贖」，一般解經家均稱本書為「救贖之書」，是聖經

中講論神的救贖最詳盡且具體的一本書。 

 本書希伯來文之原名為全書首句「他們的名字記在下面」，而《七十士希臘譯本》則稱為「出走」

或「離開」，意指神的救贖工作，就是要使祂的選民脫離罪惡和世界的捆綁，完全歸神為聖(出 19:3-6)。 

 神的心意，是要得著一班團體的人，從撒但(法老所代表)和世界(埃及所代表)的控制之下(奴役的生

活)，因基督的救贖大能(摩西所代表)，成為神獨特的子民，親近並事奉祂。 

 本書的中心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子民恢復和神正常關係的憑藉。我們惟有在基督裏，才能得著救

贖(祂是逾越節的羊羔)，才能脫離世界的權勢(過紅海與基督同死並同活)，才能得著生命的供應(祂是嗎

哪和活水)，也才能有正常的事奉和敬拜(祂是會幕)。 

 

   

埃及墓壁畫中的製磚者。泥磚一直是埃及建築

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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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一生 

摩西一生共有一百二十歲，可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 (首四十歲)： 摩西雖然是以色列人，但在皇宮中成長，是皇室中人，地位尊貴。他通曉埃

及人的知識學問 (徒 7:22)，生活富足，想怎樣就怎樣。 (我能) 

第二階段 (四十至八十歲)：摩西欲見義勇為，幫助自己的同胞，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折磨，但最後卻

因殺人而被通緝，結果逃往米甸，米甸是巴勒斯坦南部阿卡巴灣東面的沙

漠地帶，摩西的生活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過著艱苦的牧羊生活。 (我

不能) 

第三階段 (最後四十歲)： 神呼召摩西將以色列人帶離埃及，經過曠野到達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從

埃及人的手中拯救以色列人，在外邦人中彰顯神的榮耀。摩西所要做的，就

是遵從神的吩咐。 (神能) 

出埃及記只用了半章敘述摩西的首四十年生活 (出 2:1-15)，之後再用半章描述他的次四十年 (2:16 -25)，

其餘的篇幅都是描述摩西最後的四十年的事跡。 

 

 

思考問題： 

1. 摩西受命去見法老，法老不但沒有答應摩西的要求，反而加重百姓的苦工，於是百姓

向摩西埋怨。摩西當時會有什麼感受？你試過遵從主的吩咐去做，但事情卻越來越差

嗎？你想過放棄或用自己的方法去處理事情嗎？ 

2. 出 6:9 中提到摩西告訴以色列人神的拯救的訊息，但以色列人卻因為苦工愁煩而不聽

他的話。每日繁重的工作會影響你和神的關係嗎？會令你聽不到神的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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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3 月 14 日至 3 月 20 日)：第七章 8 節至第十二章 36 節

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一、 《創世記》： 《創世記》是論到敗壞，而本書則論到救贖。《創世記》結束於「收殮在棺材裏，停

在埃及」(創 50:26)，顯明人敗壞的結果，是何等的黑暗與無望；本書則不但記載神如

何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並且最後的結局是「耶和華的榮光就充滿了帳幕」(出 40:34)，

說明救贖的結果，帶進何等的榮耀與盼望。另外，《創世記》重在描繪神子民個人的

屬靈經歷，而本書則重在描繪神子民團體的屬靈經歷。 

二、 《利未記》： 本書結束於「在他們所行的路上」(出 40:38)，表明神的選民還在「天路途中」；《利未

記》則開始於「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利 1:1)，表明神的選民已經進到神同在的「會

幕中」。 

三、 《加拉太書》：本書是論到神子民的肉身和外表得到釋放與自由，而《加拉太書》則論到新約信徒

按屬靈的實際，確已在基督裏得著了釋放與自由(加 5:1)。 

 

內容大綱 
 一、以色列人在埃及(1:1-12:36) 

  1.以色列人為奴受虐(1:1-22) 

  2.摩西首四十年(2:1-15) 

  3.摩西次四十年(2:16-25) 

  4.神呼召摩西(3:1-4:31) 

  5.摩西受命見法老(5:1-7:7) 

  6.降首九災(7:8-10:29) 

  7.降第十災與過逾越節(11:1-12:36) 

 二、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輾轉(12:37-19:2) 

  1.出埃及過紅海(12:37-15:21) 

  2.到書珥的曠野──瑪拉和以琳(15:22-27) 

  3.到汛的曠野──鵪鶉和嗎哪(16:1-35) 

  4.在汛的曠野──磐石出水和擊敗亞瑪力人(17:1-16) 

  5.葉忒羅到訪並獻策(18:1-27) 

  6.到西乃的曠野(19:1-2) 

 三、神頒佈律法並與以色列人立約(19:3-24:18、32:1-34:35)) 

  1.神在西乃山上召見摩西、亞倫(19:3-25) 

  2.頒佈十誡(20:1-17) 

  3.頒佈各種律例(20:18-23:33) 

  4.賜下約書並立約(24:1-18) 

  5.以色列人違約造金牛犢(32:1-35) 

  6.摩西求神施恩同行(33:1-23) 

  7.復造法版、重新立約(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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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製作會幕、器具和聖衣(25:1-31:18、35:1-40:38) 

  1.收納禮物作為材料(25:1-9) 

  2.製作會幕和各種器具的法則(25:10-27:19、30:1-6) 

  3.製作聖衣和聖物、並燃燈之條例(27:20-28:43、30:7-38) 

  4.設立祭司制度(29:1-46) 

  5.題名召巧匠並守安息日為證據(31:1-18、35:1-36:7) 

  6.實際製作會幕和各種器具(36:8-38:20) 

  7.核計眾民所獻禮物(38:21-31) 

  8.實際製作聖衣等(39:1-31) 

  9.完工並豎立會幕(39:32-40:38) 

 

 

十災 

十災分別是水變血之災、蛙災、虱災、蠅災、畜疫之災、瘡災、雹災、蝗災、黑暗之災和殺長子

之災。這些災害在埃及維持了許多個月。很多聖經學者都認為部份災害可能有著某種自然性及連鎖

性。例如首先是尼羅河氾濫，把大量紅土、水藻和細菌沖到水中，造成水中缺氧，於是魚類大量死

亡，青蛙因此也跳到陸地。青蛙身上的細菌能染了人和牲畜，令後者迅速死亡，又濕又溫暖的的環境

令屍體迅速腐化發臭，於是引發蒼蠅滋生等等。至於黑暗之災，亦可能是土地乾旱所導致的沙塵風

暴。然而，十災雖可能有自然性及連鎖性等自然災害，但其中涉及神蹟成份，卻不容異議。例如冰雹

的出現，是埃及地罕見的。而這些災害大都帶有「選擇性」，即是只針對埃及人，而不影響住在埃及及

歌珊地的以色列人。這些都是難全以自然性或連鎖性去解釋。 

 

思考問題： 

1. 法老的心硬讓他經歷神用不同的神蹟懲罰他，在神的懲罰中，你看到神的大能和主

權，從而使你順服神嗎？ 

2. 你也試過向神心硬嗎？是什麼令你心硬？怎樣才可使你順服神？ 

3. 你見過其他人向神心硬嗎？你可以怎樣做去幫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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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3 月 21 日至 3 月 27 日)：第十二章 37 節至第十五章 21 節 
 

 

 

 

 

 

 

思考問題： 

 

 

 

 

 

 

 

 

 

 

 

 

 

 

 

 

 

 

 

 

 

 

 

 

 

 

 

 

 

以色列人由埃及到迦南的可能路線圖。 

以色列人由埃及到迦南的另一可能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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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埃及到迦南的路線 

雖然由埃及前往迦南，以沿海的路線最近，但這路線有埃及沿邊境設置的防守軍隊，而東北方向又有好戰

的非利士人。這些都會令以色列人面對戰爭危機。雖然在日後，戰爭是難免的事，但剛離去之際就遇上戰爭，

會令百姓感到後悔當初之離開，於是神引領百姓繞道而行，由埃及朝東南，經過西乃山，再朝東北折向加低斯

曠野一帶。這條路線雖然較長，但既避過北岸的埃及防守軍及非利士人，亦避過西乃半島中部的極旱沙漠 (即巴

蘭曠野)。 

 人們不單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線有不同意見，連過紅海的地點，以至「紅海」的性質也有不同

意見。有人認為他們可能橫過的不是紅海(Red Sea)，而是蒲葦海 (Reed Sea)，蒲葦海是今日蘇伊士運河 

(Suez Canal)附近，近苦湖 (Bitter Lakes)北面的一片沼澤地。於是情況是：當時有烈風吹乾了紅海以北的

沼澤濕地，令以色列人可以越過。可是風一停，地面立即回復泥濘一片，於是困住了騎馬追趕而至的

埃及大軍。 

 

 

思考問題： 

1. 以色列人雖然在埃及時經歷過神透過十災對他們的拯救，但當他們在曠野中看到法老

的軍隊追趕他們時，他們便立刻後悔，對神失去信心，叫摩西「不要攪擾我們，容我

們服侍埃及人」 (14:12)。他們彷彿已忘記在埃及叫苦連天的生活，現在寧願做別人

的奴隸，也不想跟神到應許美地。在天路歷程中，你也會遇到這種情況嗎？懷緬信主

前的生活，希望回到世俗的花花世界嗎？ 

2. 摩西對百姓的回應是「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做聲」(14:14)，在

大兵壓境、兵臨城下、十萬火急之際，以色列人所要做的竟是靜默，什麼都不需要

做，實際上，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他們什麼也不能做，唯一出路是信靠神。你也有

這樣的經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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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3 月 28 日至 4 月 3 日)：第十五章 22 節至第十九章 2 節 
 
在曠野的日子 

 過紅海後，以色列人就到了書珥曠野，神除了繼續以雲柱火柱引路外，還有其他的保守。例如在

瑪拉把苦水變甜，又在以色列人埋怨沒有食物之際，使他們能捉到飛來的鵪鶉。鵪鶉屬斑鳩鳥類，春

天從非洲北徙至歐洲，飛越地中海，會途經埃及和西乃半島，秋天又會向南飛回。現在該些地區偶然

仍有鵪鶉成群低飛。由於經過長途飛行，這些鵪鶉都已很疲倦，故容易被捕獲。 

 此外，神又在以色列人於利非訂投訴沒有水喝之際，叫摩西擊打磐石出水。當亞瑪力人來到利非

訂攻擊以色列人時，祂讓以色列人有能力去戰勝敵人。亞瑪力人是很古老的遊牧民族，生活在曠野，

他們可能是以掃的後人 (創 36:12)。這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後的首次戰爭。 

 出埃及三個月後，以色列人來到了西乃山的山腳，神就在西乃山頒佈十誡典章。 

 

 

思考問題： 

1. 在曠野中竟然有鵪鶉、水和每天自動出現的食物嗎哪，神的供應真是源源不絕。雖然

以色列人多次向摩西發怨言、作出多番的投訴，但神仍不斷滿足他們的需要。我們所

需要的，神怎會不知道？你曾否向神發怨言？你也經歷過神的奇妙供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