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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概論-摩西五經 第四堂 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被稱之為‘救贖的書，’因為它是神救贖計畫的圖樣和模型。救贖的特點，

它必須是：(一)出於神（三 9），(二)藉著一個器皿（摩西－三 10），(三)藉著血（十二
13），(四)藉著能力（六 6，十三 14）。本書還講到律法、會幕和祭司；因為神的子民蒙
救贖以後，就得明白和遵行救贖者的旨意，與祂交通，向祂敬拜，並事奉祂。 

出 3:8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

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 

出 8:1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

事奉我。 

出 12:23 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殺埃及人、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

那門、不容滅命的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 

出 19:3 摩西到 神那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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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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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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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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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一） 

在創世記和出埃及記之間有一個空隙，就是從約瑟死到摩西誕生的差不多三百年，或

說從雅各下埃及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430年(出十二 40-41)。在這段期間， 以色列人的生養
極其眾多(一 7)；同時他們的勞力對法老又是十分有利，所以當約瑟去世之後，埃及有不認
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時就把以色列人劃成了一個奴隸的民族。法老王奴役、虐待他們，使他

們作苦工（出一 11～14），滅絕他們的男孩（15～22）。 

二、摩西的誕生、得救和訓練（二） 

來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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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7: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三、摩西的呼召（三～四） 

救贖出於神－(1)是神預備祂的器皿，替他安排法老的女兒、那頂撞他的弟兄、米甸的曠
野、和荊棘的異象。(2)是神紀念祂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應許，又看見、聽見以色列
百姓的苦情，因此決意下來救贖他們。（三 5～12） 

(一) 耶和華向摩西顯現（三）荊棘火燄的異象 

(二) 摩西婉拒呼召（四 1～17）我能－我不能－神能 

(三) 摩西回到埃及地（四 18～31） 

四、摩西與法老王對峙（五 1～七 13） 

(一) 第一次對峙（五 1～七 6） 

(二) 第二次對峙（七 7～13） 

五、首九個災（七 14～十 29）-擊打埃及背後偶像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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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災——尼羅河變血之災（七 14～25）尼羅河神 
(二) 第二災——青蛙之災（八 1～15）生產女神 
(三) 第三災——蝨子之災（八 16～19）沙漠之神 
(四) 第四災——蒼蠅之災（八 20～32）以蠅為代表的日神 
(五) 第五災——畜疫之災（九 1～7）牛神 
(六) 第六災——生瘡之災（九 8～12）醫治之神 
(七) 第七災——冰雹和火之災（九 13～35）天空之神 
(八) 第八災——蝗蟲之災（十 1～20）莊稼之神 
(九) 第九災——三天黑暗之災（十 21～29）太陽神 

六、逾越節和滅長子之災（十一 1～十二 30） 

救贖藉著羔羊的寶血－(1)羔羊必須無殘疾的；(2)必須經過四天的試驗；(3)必須被殺；(4)
血必須塗在門楣和左右門框上，而不塗在門檻上，以免踐踏（來十 29）；(5)除了靠血以
外，別無救贖。神的大能是使我們脫離魔鬼的權勢，羔羊的寶血是使我們脫離神的忿怒。 

來 11:28 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守或作立〕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

人。 

七、出埃及（十二 31～十五 21） 

列王紀上六章 1節寫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所羅門王才開始建聖殿。
由於建殿的時間約在主前九六Ｏ年，按保守計算，以色列該在主前一四四Ｏ年出埃及。 

來 11:29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 

(一) 逃往紅海（十二 31～十三 22） 
(二) 過紅海（十四） 
(三) 摩西之歌（十五 1～21） 

出 14:31 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他和他的僕人

摩西。1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他大大

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八、西乃山之旅（十五 22～十八 27） 

以色列人過紅海後，在曠野中神開始藉一連串的事件有計劃的教育他們，使他們絕對

倚靠神、仰望神。瑪拉是靈程中的試煉和苦難，我們勝過後就有以琳的祝福和甘甜。 

(一) 書珥曠野（十五） 

出 15:22 到了書珥的曠野、在曠野走了三天找不著水。23 到了瑪拉不能喝那裏的水、因

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瑪拉。 

(二) 汛的曠野（十六）嗎哪－這是什麼 
(三) 利非訂（十七）擊打磐石流出活水 
(四) 摩西與葉忒羅（十八） 

九、頒佈律法（十九～二四） 

出了埃及，過了紅海，看見了神大能的拯救，以色列百姓應該揀選恩典；可是他們偏

揀選律法，以為他們能遵行（十九 3～8）。律法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對神的，一類是對
人的。十誡（出二十）是原則，以後所傳的律法是細則。十誡中的前四條是對神的，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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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是對人的。二十一章至二十三章九節是對人的律例，二十三章十節至四十章是對神的典

章。‘律法本是外添的’（羅五 20），主要的用意是要人認識：(1)神的公義；(2)人的敗
壞，不可能守律法；(三)必須回到恩典的路上，接受救主。（加三 24） 

(一) 為神啟示作準備（十九） 
(二) 十誡（二十） 

神在西奈山上給以色列人頒佈律法，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第一次神直接向摩西宣講

（出 20:1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2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
來。） 

(三) 其它典章（二一～二四） 
1．關於奴隸的典章（二一 1～11） 
2．關於人身傷害的典章（二一 12～36） 
3．關於偷竊及財產損失的典章（二二 1～6） 
4．關於不誠實的典章（二二 7～15） 
5．關於引誘的典章（二二 I6～17） 
6．關於社會及宗教責任的典章（二二 18～二三 19） 
7．關於征服的典章（二三 20～33） 
8．確認約（二四 1～8） 
9．神彰顯祂的榮耀（二四 9～18） 

十、會幕和祭司（二五～四十） 

神第二次頒佈律法是摩西領受神親自用指頭寫的兩塊法版（二十四 12～18），又將會
幕的大小、祭司的體制，和祭祀的方法指示摩西（二十五～三十一章）。 

 (一) 造會幕的細則（二五～二七） 
會幕可分為三部分：院子、聖所、至聖所。院子內有銅祭壇和它銅制的附件、銅洗濯盆。

聖所內有包精金的陳設餅的桌子和它的金制附件、精金的燈檯、包精金的香壇。至聖所內

有約櫃和施恩座。 
1．收集材料（二五 l～9） 

建造會幕的材料是金、銀、銅，藍色、紫色、朱紅色線，細麻、山羊毛、染紅的公羊皮、

海狗皮，皂莢木、油、香料等，每種都有它預表的意義。 

2．約櫃（二五 10～16） 

3．施恩座（二五 17～22） 

4．陳設餅的桌子（二五 23～30） 

5．金燈檯及配件（二五 31～40） 

6．會幕（二六） 

7．燔祭壇（二七 l～8） 

8．外院、柱子和簾子（二七 9～19） 

9．燈檯的油（二七 20～21） 

(二) 祭司職任（二八～二九） 

大祭司亞倫是預表我們的大祭司主耶穌，祂是按麥基洗德的等次作祭司，又按著亞倫的樣

式來實行祭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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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祭司聖服（二八） 

大祭司的聖服包括冠冕、內袍、外袍、以弗得、胸牌、以弗得巧工織的帶子等。 
2．祭司祝聖（二九） 
(三) 關於會幕的其它細則（三十～三一） 
1．香壇（三十 1～10） 
2．贖銀（三十 11～16） 
3．洗濯盆（三十 17～21） 
4．膏油（三十 22～33） 
5．香（三十 34～38） 
6．有恩賜的技工（三一 1～11） 
7．安息日的證據（三一 12～18） 

(四) 爆發拜偶像事件（三二～三三） 

百姓在山下造金牛犢，得罪神（三十二章）。摩西下山時，怒摔法版（三十一 18；三
十二 16～19）。 

徒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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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們的祖宗不肯聽從、反棄絕他、心裏

歸向埃及、40 對亞倫說、『你且為我們造些神像、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

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41 那時、他們造了一個

牛犢、又拿祭物獻給那像、歡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1．金牛犢（三二 1～10） 
2．摩西的代求和忿怒（三三 11～35） 
3．百姓悔改（三三 1～6） 
4．摩西的會幕（三三 7～11） 
5．摩西的禱告（三三 12～23） 
(五) 重新立約（三四 1～三五 3） 

神第三次頒佈律法，摩西再度上山，用自己重造的兩塊石版，讓神在上面寫字（三十

四 1，28～29；申十 4），啟示經過破碎後再得恢復。 

(六) 獻帳幕之材料開始建造（三五 4～三八 31） 

出 35:4 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說、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5 你們中間要拿禮物獻給耶和

華、凡樂意獻的、可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就是 ．．．． 

出 35:10 你們中間凡心裏有智慧的、都要來作耶和華一切所吩咐的、 

(七) 預備祭司的聖衣（三九） 
(八) 建立會幕（四十） 

出 25:40 要謹慎作這些物件、都要照著在山上指示你的樣式。 

出 40: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2 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帳幕． 

摩西建造會幕絕對不是憑著己意，乃是完全照著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樣式。幕幔、幕

板、帷子、帶卯的座、鉤子、杆子…大大小小，沒有一件可以隨便製造的。連一個尺寸、

一個式樣、一根線、一種顏色都不能自己作主，都必須依照神的指示。所以經上稱他‘在

神的全家誠然盡忠。’（來三 5。）舊約的會幕是預表新約的教會，因此建立教會必須注
意到‘山上的樣式’的原則，不能照自己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