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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埃及 - 出埃及记 11:1-15:21 

埃及灾难中的高潮是第十灾，当可怕的审判倾倒在埃及人的时候，犹太人正照看

神的命令守逾越节，每家杀一只羔羊把血涂在他们房屋的门框和门楣上，当神经过埃

及地杀头生时看到门框上的血就“越过”他们，这就是“逾越节”的由来，这个恐怖

又惊奇之夜成为以色列人难忘之夜，是发生在亚笔月（Abibi），被巴比伦掳后改称

为 Nisan,在犹太宗教日历上是头一个月。 

就这样,一个国家诞生了，随着逾越之夜的第二日清晨，犹太人离开了埃及，再也

不回去了；在红海岸邊,這个刚被释放的国家看到法老的追兵被消灭。 

述说这故事的章节（出 11-15章）里，第 12章逾越节的记载是出埃及记的中心信

息,因此也是旧约的中心信息，這段旧约中的救贖故事與新約中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是为了拯救我们是彼此呼應的。 

I 逾越节和出埃及 一 出埃及记 11:1~13:16 

如此重要的一件事不会就很快的带过，11-13章里，逾越節和犹太人的被释放，

被重复的记述，也以不同的角度重复的看這故事，這故事中包含許多不同的事件。 

A 不同的事件 

1.第十灾 一 出埃及记 11:1-10 

第十一章是比较短的一章，神在这章中将第十灾的內容告訴摩西，他先将神的

话重述给百姓们(1-2节), 然后再傳给法老（4-8节），摩西告訴他們說神要巡行

埃及遍地,要杀每家的长子，从法老家到卑微的婢女，甚至到头生的牛都要死，这

是可怕的审判，這是要回應埃及王曾試圖要杀害全以色列的男婴和多年奴役犹太人

的陰謀。 

法老对这警告应当恐惧和后悔，但他并没有，正如經上說“耶和华使法老的心

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出 11:10）. 神知道法老不會順服. 

2.提供以色列人的需要 一 出埃及记 12:1-13,，21-28,43-51 

犹太人要如何准备自己來面對這可怕的夜晚是第十一章的重点，他们出现在三

段經文里（1-13,21-28，和 43-51）, 除此之外, 第十一章也記載有关吃无效饼

（14-20节）及埃及長子的死亡（29-30节），預備的详情如下： 

 第一. 每个以色列家庭要从他们的羊群里选一只羔羊在神巡行埃及地时吃，

這只羔羊必須是一只一岁已长成且无残疾的羔羊，一只完美的羔羊，牠要从

那月第十天到第十四天留在家里. 在第十四天黄昏时把牠宰了。 

第二. 羊的血要用牛膝草收起了，这草可能是我们知道的一种香料（majoram）

血要涂在房屋门框上面和两旁，这是给神的记号，祂好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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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整只羊要用火烤了匆忙的吃，脚上要穿着鞋，手中要拿着仗，准备着要离

开，没吃完的羊羔要用火烧掉，一点也不能留下。 

第四.人们要记住这一夜并世世代代守逾越节，好在日后他们的子孙问起这节的

意义是，他们可以回答，“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在埃及的

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出 12;27） 

第五.逾越节只是犹太人的庆典，所以外国人不可以吃，但受割礼與神立了约的

人可以领受。 

3 无酵節 一 出埃及记 12:14-20 

因他们是匆忙的离开埃及，所以面团没有时间发开，他们带着没发的面团離

開，這面团就好像從來沒加過酵一樣. 这就是无酵節的历史背景，它与逾越节

相互连接，逾越节夜是尼散月第十五日，就是无酵節的前一夜, 无酵節的筵席

要一直持续七天，直到这个月的第二十一日。 

4 埃及人喪失長子 - 出埃及记 12:29-30 

聖經中只是用两节經文來描述埃及人喪失長子，經上說那夜“在埃及有大声

的哀嚎”并且“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30节）我们可以想象那時犹太人的家

庭坐下来用这晚餐的氣氛，这夜他们准备要离开埃及了。除了一些小声的對话

之外, 全家在充滿了紧张又寂静的氣氛中吃羊羔和苦菜為晚餐，当毁灭者开始

他们的工作时，城中发出头一声哀嚎，划破了一片完全的寂静。埃及這個国

家，对于死亡看成是一个极大的灾害，哀悼是强烈和公开的，会大声的喊叫和

哭嚎，这段时间里，犹太人家庭就静坐着战悚，等候出发的信号。 

至于埃及人的法老 - 这“完美的神”的能力那里去了?此时已不在了，他的

儿子也是神擊杀的对象了。生殖和繁殖的神在哪？象征多产的神在那里？守护

儿童的神在哪里？动物的神也自顧不暇，因为甚至他們守护下的母牛和公牛都

被杀了，埃及的众神全都没有能力了。 

5离开埃及 - 出埃及记 12;31-42 

第二天早上，天还黑的时候，叫以色列人离开的号令发出了，带着他们的羊

群，牛群，埃及人也催促他们说“我们都要死了”（12:32）有两个细节值得注

释： 

第一: 有些较旧的圣经版本说犹太人离开时向埃及人“借”金器，银器和

衣服等物品。有人會說這是不诚实的行为，因为他们并不想还给他们了,可是

“借”是错误的翻译，希伯来文里这个字是 shaal,旧约里曾多次出现，几乎所

有例证里它的意思简单的就是“要”人们要礼物他们就会给。在古时的文化里

当一个人出远门时要礼物是合宜的，但我们会问在如此苦毒的景况下，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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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同意给礼物呢？答案很简单“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出

12:36）这也是应验了神在创世纪前给亚伯拉罕的预言说“他们必带着礼物从那

里出来”（创 15;14） 

第二:记录上说有 600,000男人离开埃及，连跟着他们的妻子孩子以及“其

他的人们”一起不会少于两百万人，或许更多。学者们认为这个庞大的数目很

有问题，就如需要多长的时间让这两百万人过红海呢！因此他们试着将这个数

目变低，将“千”看为是指家庭单位就是说有 600个家庭。其中可能有 2500个

能打仗的男人, 總人數約 12,000-25,000个人，若用这个理论去解释, 其他经

节里的数目会太少，故此福音派就采信了十二章所計載的数目，这样與民数记

一章和二十六章的统计数目大致相吻合. 

 

6 献上長子 - 出埃及记 13;1-16 

十二章前半段记载了與逾越节有关的最后一個典禮, 就是獻上以色列的長子,    

分别为圣.既然当神巡行埃及地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卻赦免了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

以色列人应将长子分别出来归给神，又因为埃及地动物的头生也死了，所以以色列

人的獻祭也包括首生的动物，后来利未支派代替了以色列的长子们獻給神，（民

3：11-13） 

B 人們學到甚麼教训 

从神拣选和释放以色列人的方法, 以及详细教导他们要如何来纪念这夜，知道这件

事有极大的属灵教训，所以我们必須詳細查考這段經文. 

1 以色列人在神面前也有罪 

第一个教训，若有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指示，没有将血涂在他们家的门框上，他们

在神面前是一样有罪的，也会像埃及人一样失掉他们的长子。 

也许有以色列人認為不必遵守神的指示,因为在前九个灾难里，只有埃及地受害而

以色列地被赦免，这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好，配得神对他们的特别喜爱。他们也

可能以自己的祖先为骄傲，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比埃及人优秀，這些都是错

误的想法. 这夜在埃及有个叫约书亚的年轻人，他是很少数的几个得以活着进入神应

许之地的人，他是摩西的继承人也是军队的元帅，约在五十年后，在他生命接近结束

时,约书亚给民众一个忠告，提醒他们說,他们的祖先并没有什么值得可夸口的，而是

很不体面，他告诉他们說，“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

大河那边事奉别神”（约书亚 24:2）.或许有人争论說, 至少这些人表示他们自己因

为与亚伯拉罕有关系為榮，他们是拜真神的，但这些人不是拜真神，他们忘了神，去

拜偶像，并参与外邦文化的罪恶，甚至出埃及后還想拜金牛犊，想回埃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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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W. Pink 说这些人的真实景况是“我们若越了解当时以色列人的屬灵狀

況，我们才会越明白那救赎了他们的神是有至高无上的恩典，同样的，当我们全然明

了圣经中所教导的有关于人性的腐败和堕落时，我们就會很稀奇神对我们这些无能的

被造者的恩典有多麼大, 我们更当珍惜神對我们救恩的大爱”。 

2 得救是从人的信心来的     

希伯来书 11:28 是一节使人明白逾越节的重要经文，因它告诉我们：“他（摩西）

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歃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里告诉我们被

拯救是因着信心---事实上，信心的回應才是最重要的信息。 

为甚麼呢？因为 神的话需要人的相信并且采取行动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而当

毁灭者巡行的时候待在家里，表面上这涂血和长子的死这两回事,没有显著的关系，甚

至看起来很荒谬，就像不信的人对神的话也是这样看待，无论看起来是否荒谬，但有

信心的人就会相信神并且顺服祂，当时人若不信神，他们就会死亡，现在也是一样，

救恩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的就将自己交托给耶稣，并且跟随祂，那不信的就

是灭亡。 

3 没有流血就没有救赎 

在逾越节的细节里最重要的教导是告訴我們想被救赎就一定要流血，羔羊必须死，

利未记 17:11明确的说：“因活物的生命在血中，我们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

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同样，在新约希伯来书 9:22宣称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今天人们不喜欢这个拯救必须流血的說法，我们也不要認為当时以色列人比较容易

听进去，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猶太人顺服神到一個程度, 他从他的羊群中选一只完美

无瑕疵羊羔,在尼散月初十直到十四要把它養在家里，而總是想到将要把牠杀了，还要

把牠的血涂在门框上，可能家中的孩子会喜欢上这只羊羔，他们会哭着说：“不要杀

牠”，或者血会让人看着不舒服。所以有人可能让羊活下来，若是这样，羊不会死，

那么长子就会死，这样犹太人的家庭就和埃及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了，神说：“没有

不一样，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 

C 耶稣的死 

“因为公羊的血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来 10:4）这些东西只是一些形象，但

牠们仅仅是預表那真正能完全救贖我們的耶穌基督，因为在新约里清楚的读到“因为

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林前 5:7）再有“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

们族亲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

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一 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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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洗约翰说的最有意义的话“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一

1:29；）这是神学家们所称谓的渐进式启示的高潮，在伊甸园，当时的亚当夏娃头一

次犯罪时，神杀了动物用它的皮给我们头一对夫妻做衣服，以动物的死來教导亚当夏

娃赎 罪教义的第一课，他们以羊皮为衣是一个借来的意义象征，在这个情况下一

个动物代替一个人，逾越节时扩大为一个动物代替一家人，后来在西奈山，神吩咐他

们在赎罪时用动物来代替一个国家的方式来教导他们，启示最完全的就是施洗约翰指

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 

一只羊为一个人，一只羊为一个家，一只羊为一个国家，一只羊为一个世界，这个

圣经的主题也是历史(His Story)的目的。只有耶稣的宝血才能赎罪，因此除祂以(为)

外别无拯救。 

II 过约旦河 - 出埃及记 13:17-14:31 

我们已經说过逾越节是出埃及记和旧约的最核心的信息，但过红海的事件是能與

她比美的，是神的大能将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人民走過干地，然后又使红海合起来淹

死了追击他们的埃及人。 

A 过红海的重要性 

在旧约里曾多次提到这事件，甚至比逾越节还多，所有的犹太人每年都过逾越节，

红海分开和埃及人被毁灭也在诗篇中多处被记载.事实上，历史纪念神拯救的行动时，

总提到过红海（诗篇 66:6；77:17-21；78：13；106:7-12；114：3,5；136:13-15）

类似的記載也出现在约书亚记中(书 24:6-7）, 以赛亚书（赛 63:11-14）,尼希米記

（尼 9:9-11）,甚至也广传在外邦人中，如喇合,耶利哥的妓女，她对以色列的探子

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约书

亚 2:10） 

B 过红海的位置 

有关红海的位置有很多的争论，但是已无法确定，因为三,四千年间地形变迁了，

人猜測可能是在苦海（Bitter sea）的尾端，紅海的上端或是两者之间的沼泽地带，

無論在那裡, 由於水的深度,需要神的大能才能及時让水分开堆起, 又及時將红海复合

淹没埃及人，是人无法了解的。 

还有一个细节，神为何不叫他们直接往迦南地或往阿拉伯半岛的西奈山去，而带他

们从东回向西行，任何人都能清楚的看见这是个死胡同，民众被包围在一边是沙漠另

一边是高山的两旁，和前面是水的当中，法老看到他们的判断是他的机会，他想犹太

人在徘徊中做出了致命的错误。但是法老的错误就是决定要追杀以色列人，因 他很快

就发现“耶和华为了他们攻击打了我”（出 14:25） 

C 这件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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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红海就像神的拯救，有时候我们好像被现况所包围，但若有神在我们这边，我们

永远不会没有希望，我们只要做神叫以色列人做的“不要害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

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

们只管静默。”（出 14:13-14） 

III  第一首  “摩西之歌” - 出埃及记 15:1-21 

那天清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一个新的自由的国家誕生了，被奴役的人民脱离了

他们的主人，站在一个新的大陆上，面对着一个戏剧性的命运，这也預表现今被罪奴

役的人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的人，并且面對這充滿希望的未來。他們被稱為“唯有你

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

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彼一 2:9） 

這個時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跟着摩西和他姐姐米利暗唱起歌来，这是圣經中的

第一首“詩歌”, 很貼切的是在他們被拯救以後唱出來的，摩西一生中只写了三首

歌：這是第一首“摩西之歌”；申命记 32章是第二首“摩西之歌”,诗篇 90篇是第

三首“摩西之歌”。诗篇 90篇常常被在葬礼时读.第一首“摩西之歌在诗篇里被引用

了十多次，無論这首诗歌被多少不同的方式來分析，最重要的是这整首诗全都是在讚

美神, 荣耀神，摩西一生为神所用，他是个有信心並且勇敢的人，在詩歌中从未提到

他自己，但耶和华则在十八节诗中出现了十一次，在米利暗的副歌（21节）中, 神

出现了两次，指神的代名词“祂”和“你”出现了 35次之多，一般说来这首诗歌的

内容是在庆祝奴隸的人民被释放，及将来要得胜的盼望。 

这跟我们现在的许多诗歌是何等的不同啊。Arthur Pink 很悲伤的写到：“现今

很多的圣诗（假如值得被称为是“圣诗”全部只是以人落泪的情感表现来取代神圣的

崇拜，它们用宣称我们对神的爱来取代神对我们的爱，用重述我们的经历来取代祂的

怜悯，述说人类的成就多于基督的救赎，这是我们灵性低落可悲的指标！比起摩西和

以色列的诗歌相差太远了. 第三節說‘我要尊崇祂’可以說是最美好的总结。 

IV 应用 

既然这事件是圣经启示神的核心，显然它的应用也是非常重要. 

 

A 罪使人心刚强和它所帶來的结局 

对埃及人来说,出埃及這故事的结束是喪失長子和法老众多兵马和战车被淹死，這

都是因法老心刚硬所造成的痛苦结果，罪使人的心刚硬，一个固执的心结局就是灭

亡。拒绝悔改，最终的结局就是下地狱的审判。 

B 用血赎罪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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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的死是預表着耶稣的死，是圣经的中心信息，人能得救必须对那代罪羔羊有信

心，这与“现代宗教理念"总是相冲突的，你是否相信耶稣對你的救贖呢？若是，你願

意把這重要的信息教导别人呢？你是否祈求神引领更多的人信靠耶稣呢？” 

C得胜的信心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约翰在他最后一卷书信中写的（约

一 5:4）这个信念从开始到结局都是一样“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施

行的救恩”不論是現在或是在摩西的时代, 我們都面對信心的挑战。  

F.B Mayer 说“学习神如何为祂所造的人做的事，不要怕完全顺服祂的命令而帶來

的后果；不要怕那些愤怒的海浪，不要因外來骄傲的悔辱，阻止你前进；不要怕暴乱

的群众， 众多的水高声和蝉鸣的波涛，不要惧怕这些事，在众水让开，大有能力的主

破开海水，坐在洪水上的君王；是的，主坐着是永远的王。。。 。。。”祂的道路能

通过海，祂的途径在大水之中，祂的脚踪不能被人类的理所隐藏，勇敢的去信靠祂，

勇于去跟随祂，踏入流着的水去寻找磐石；下到深处去参观那些威脅你生命的力量，

以祂的命当做资源达成通往自由的途径。 

English version: 

"Learn what God will do for His own.  Dread not any result of implicit obedience to His 

command; fear not the angry waters which, in their proud insolence, forbid your progress; 

fear not the turbulent crowds of men who are perpetually compared to waters lifting up 

their voice and roaring with their waves. Fear none of these things. Above the voice of many 

waters, the mighty breakers of the sea, the Lord sits as king upon the flood; yea, the Lord sit 

as king forever...His way lies through, as well as in the sea, his path amid mighty waters, and 

his footsteps are veiled from human reason, Dare to trust Him; dare to follow Him! Step 

right down into the ooze of the sea to find it rock; go down into the mighty depths to 

discover that the very forces which barred your progress and threatened your life, at his 

bidding become the materials of which an avenue is made to liberty." 

D神賜给節期與獻祭的意义 

用人为的礼儀代替神的指示会误导我们自己及那些听从我们的人，我们不可增添任

何神指示给我们的，也不可忽略任何祂指示我们的，祂賜給我們上好的獻祭礼仪與節

期都在提醒我们祂为我们所做的事。以色列的逾越节就是其中的一个，至于我们守聖

餐就好像是守逾越節，祂设立的圣餐，叫我们“纪念” 祂（林前 11：24-25）你是否

忠心的参与主的圣餐呢？你是否忠心的出席教会的崇拜呢？这些礼物都是神所賜的, 

都不可不看重。 

E 释放后的一首重要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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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释放後应当有一首歌來讚美神，被救赎的人们要唱救赎的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享受这些丰富的基督教的圣诗，早期教圣诗是由许多圣诗伟人编写的如加爾文, 路德, 

約翰衛斯理...等等，你可知道前辈们的伟大圣诗吗？你是否将他们传给你的儿女和别

人吗？你喜欢唱诗歌吗？神教过大卫，他说：“祂教我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

话，”（诗篇 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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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十五到十七章; 討論日期 1/17 

0. 分享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行)删去信息. 

 

1. 请阅读出埃及记 15:22~17:16。 

a 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以后多久就开始埋怨？ 

 

b.在 15~17章里以色列人总共埋怨几次？他们因什么事埋怨？ 

 

c.在出埃及记 15:22-27 节中，神施了什么神迹？这跟祂的应许有什么关系？ 

 

2. 请阅读出埃及记 16 章及约翰福音 6:1-59 

a.你认为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以 16:3中的口吻向摩西发怒言？ 

 

 

b.以色列人的态度是否对？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c.神以哪两种方式来提供（满足）以色列人在食物上的需要？ 

 

d.(跟)删去根據约翰福音中，你认为(嗎哪那)有否写错?代表什么？你是否每日吃天粮？请分享 

 

 

3.请阅读出埃及记 17:1-7，约翰福音 4:1-14; 7:37-38,林前 10:4 

a.你认为以色列人向摩西争闹是什么意思？ 

 

b.神如何再一次的满足以色列人？ 

 

c.你认为磐石出水代表什么意思？（利用以上的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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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从以上约翰福音的经文看来，一个人如何确定是否从他里头有活水流出来？ 

 

 

 

4. 请阅读出埃及记 17:8-16 

a.约书亚的名字在这段经文中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利用这段经文来描述他的个性？ 

 

b.你认为摩西在战场上举杖有什么别的意义？ 

 

c.你认为摩西举杖重要呢？还是约书亚打仗重要？请解释 

 

d.什么是摩西记载下来并且确定约书亚要听到的事？ 

 

e.为什么神要摩西将这件事记载下来？ 

 

f.你是否曾经也藉着神的大能得胜的经历来鼓励你的朋友或家人，请分享？ 

 

 

 

5. 请分享从 14 章到 17章中，你所认识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