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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第一章——不知约瑟的埃及王 

“Exdous”的意思是“離開”。是指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束缚之下救出来

的過程。出埃及记不光是一个国家救赎的故事，它是关于一个国家诞生或创立的故

事，根据出埃及记 1:1-5,当约瑟为埃及宰相的时候，有 70人随同雅各下到埃及，到

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已增加到二百万。造成了一个问题，犹太的人數惊人

的增长使当时的法老害怕，这个王是一个新王，他不知道约瑟（出 1:8），他决定用

奴隶来压制犹太人，甚至使希伯来人的男婴在出生时被杀。 

让我们了解当时的有关埃及，法老和埃及文化的一些背景。 

I. 埃及地 

埃及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学者们认为埃及的王朝可追溯的公元前 5500到公元前

3100年，所以当犹太人在歌珊地定居的时候，埃及已经有过上千年繁荣的历史。 

  

A. 埃及的年代史 

  从开始到古希腊亚历山大王征服埃及為止，約有 30或 31个王朝。 

  1.早期（1到 3个王朝） 

  2.埃及古国（王朝 4到 6）这个时期大金字塔被修建。 

  3.第一個过度时期（王朝 7-10）动乱时期, 從集權到封建, 地方權利增加. 

4.中期王国（王朝 11-14）这个时期国家受底比期(Thebes)统治，文化和艺术繁荣。 

5.第二个过度时期（王朝 15到 17）这个时期埃及有外族入侵和统治，他们称为

“HYKSOS”意思是游牧王朝。大多數聖經學者認為猶太人在此王朝進入埃及. 

6.新王国（18王朝）新埃及人统治时期，也是出埃及记发生的时期。 

7.Rameside 时期（19-20王朝） 

8.衰败期（21-24王朝） 

9.后期 （25-26王朝） 

10.波动时期（27-30王朝） 

B. 埃及—尼罗河所赐。 

1. 埃及物产富绕 

尼罗河流经埃及，河水被用于灌溉，每到春天尼罗河水就会泛滥到两岸，带来

河水沉积，形成肥沃的土壤，由于肥沃的土壤，充沛的水量，和持久的阳光，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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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地出产极其丰富，玉米，小麦，大麦，蔬菜，苹果，橄榄，枣，石榴，和其它

可食用的作物。 

在出埃及之后，在去应许之地的路上，犹太人还记得埃及地异常丰富的物产, 他们抱

怨說他们再也没有“黄瓜，甜瓜，韭菜， 洋葱和大蒜”可以吃。 

2. 埃及自然资源丰富 

埃及富有自然资源，水中的鱼类繁多，大量水鸟栖息两岸，土地很适合牧养牲

畜，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粗壮的纸草可大量提供给造纸，编篮子，席子，草鞋，

甚至造小船的桅杆，埃及人喜欢打猎，野生动物有，胡狼，狐狸，豺豹，狮子，山

猫和豹子，都很多，尼罗河细细的淤泥，为找硅和制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料，沿

岸的峭壁出产砂岩，石灰岩，还有坚硬的石膏，斑岩，花岗岩，以及玄武岩，铜出

自东部沙漠和西奈，黄金丰产于上埃及。 

3. 埃及受到很好的保护 

埃及之所以富有, 是因為它拥有天然的防护敌人入侵的地势，埃及被东西两边

几百英里的沙漠保护。早期沒有敵人, 直到 hyksos 是从北边海上入侵的。 

4. 埃及是知识大国 

1) 文學 

使徒行传 7章 22节，司提反说：“摩西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不是

开玩笑，埃及是当时主要的知识产地，他有书罗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上溯

到摩西出生 1500年之前，許多埃及的历史都被记录下来。 

2）艺术 

埃及人在音乐和艺术上超群，出土的 thebes 遗迹顯示了辉煌的绘画和雕刻

艺术，埃及的古墓里有雕刻,音乐器具和珠宝。 

3）科学和数学 

最惊人的也许是这个国家的数学和工程技术，大金字塔就是一个证明，在以

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候，一些金字塔已经显露出侵蚀的迹象，埃及的木乃伊显

示了他们复杂的医学技能。 

5. 埃及人是不信神的 

尽管埃及富裕，又有先進的文明但他乃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家，就宗教信仰而言,

在古代世界中埃及是一个最无知的, 是敬拜多神的国家，埃及人养牛,马,蛇,和鳄

鱼并崇拜它们，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中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做

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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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

兽，昆虫的样式。”（罗 1:21-23） 

这种沉沦的宗教信仰使埃及人做出压迫和残酷的事情，就如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所

看到的。 

II 谁是出埃及记的法老王——出埃及记 1:8 

谁是那个“不知道约瑟的法老王”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的观点是在

大约公元前 1445年时期的法老王，约瑟从所罗门王统治时期(大约 976b,c)上溯 480

年，大约是这个时候。这个时期的王是 Amenhotep II 

III 在埃及为奴——出 1:9-22 

以色列人受压榨的时候恰好是埃及的声誉和勢力到达顶峰的时期，第 18代王朝是

埃及历史空前绝后最为强盛的王朝，因此我们看到世界的成功，财富, 权力,或声誉

并不能保证圣洁或道德高尚，事实，恰恰相反-这些东西往往会产生骄傲，残酷，利

用別人和虐待其他人，我们也会看到即使最强盛的王朝或国家在上帝面前也是毫无能

力的。 

A. 法老的第一个计划：奴隶劳工——出埃及记 1:9-14 

在古代历史中，奴隶劳工是常有的事情，但像以色列人整个民族因受嫉妒而被压

榨的现象這是第一次。 

我们从出埃及记 1:9-10可以看出法老的嫉妒和害怕。埃及的第 18个王朝刚刚推

翻 Hyksos 人的统治，重建了国家，他们不信任外族人, 害怕犹太人是可以理解，他

想用残酷的压榨来减少犹太人的数目，因此就正好奴役他们来建筑比东和兰塞两座东

部的积货城。但事与愿违，当上帝希望一个民族昌盛的时候，最残酷的压迫也無法改

變，以色列人的数目却越发地多起来。（出埃及记 1；11-14） 

B. 法老的第二个计划：种族屠杀-出埃及记 1：15-22 

埃及法老指示希伯来的收生婆施弗拉和普阿在以色列男婴出生时候杀掉他们，而

收生婆却没这么做，说他们还没到,孩子就已经出世了，之后，法老就指示所有的以

色列人所生的男婴要被扔到河里，一切的女婴可以存留，这样女孩可以融入到埃及人

里，而犹太人在一代之后就会消失， 

C. 反犹太主义的诞生 

法老奴役和杀害犹太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反犹太主义的活动，这样的运动在历

史上多次重复。 

比如 1836年的世界统计显示当时有三百万犹太人居住在许多国家，一个世纪之

后，虽然犹人遭到严重的迫害，特别是在俄国，然而 1936年的统计却显示出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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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增到一千六百万，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并称之为“犹太人问题最终的解答。”

但是今天犹太人比纳粹时期的还多，唯一的解释是上帝的手在看护这个民族，在赐福

这个民族。 

为什么犹太人会受到迫害？这个答案在上帝对蛇在伊甸园里所说的话里：“我要

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后跟，”（创 3:15）撒旦恨犹太人因为上帝应许弥赛亚到他们中间，

这就是为什么撒旦搅动法老去反对犹太人，为什么他会使希律王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去

杀害犹太人的婴孩。 

历史显示迫害犹太人的国家自己反而受到损害。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永不改

变：“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创 12:3） 

IV. 希伯来的收生婆的美好见证——出 1:17-21 

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昏暗的画面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亮光—希伯来收生婆的行为

和上帝对他们的赐福，这正是“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

他。”的美好表現。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1；17节）“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

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出 1:20-21） 

从文中暗示这两个收生婆不是希伯来人，虽然他们被称为：“希伯来人的收生

婆”——这意味着两个意思：“1这两个收生婆是希伯来人或为希伯来人收养的两个

人。”也许后者更为合理，如果不是的一开始法老的计划就会注定失败，从 1章 16

节更可看出她们不是希伯来人，“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

候。。。”尽管他们不是希伯来人，但是他们一定从犹太人那里知道了他们信奉的

神，因而决定相信顺服这位神而不是法老。 

收生婆作为在聖經中的地位正如外邦人喇合—耶利哥城的妓女。乃幔-叙利亚的将

军一样，愿意与真正的神认同，愿意与神所赐福的人民认同，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上帝

纪念这两个收生婆的名字：施弗拉和普阿，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法老的名字是什么。 

V 应用 

我们往往倾向于被世界或世界上富有的，有才智的，兴旺发迹的人所吸引。但是

如果我们随同世界的想法，就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

界（约 18:36）”并告诉他们的门徒：“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

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 15:19）他的一个门徒——使徒约翰后来写道：“不

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翰一书

2:15）我们应该记住。 

A. 财富或知识并不能使我们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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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拥有所有的知识，而还是一个不信神的国家，现在的西方文化。现代技术的

成就正如古埃及那时一样令人尊重，甚至崇拜，但是不论技术，财富或知识都不能使

一个国家敬拜神。事实上，如果我们抛开上帝去追求这些世界的东西，就会不知不觉

的成为无神论者，在追求世界的过程中对别人的需要不再敏感,甚至对人残酷。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残酷的时代，我们生活在凡事都需要竞争的情況下，作为一个

国家 - 我们需要重新找回上帝。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重新委身給

神而祈祷吧！ 

B. 救恩出自于上帝。 

犹太人不会被法老或其它地上的王朝所拯救，如果他们要被拯救，唯有通过上帝

的手，对于我们也是一样，让我们停止寻找世界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问题根源在于灵命，只有上帝能从属灵上帮助我们。 

C. 做其中的一个敬畏神的接生婆比做法老更好。 

世界称赞伟人鄙视低贱的人，上帝做事的方法是把低贱的升为高，把高贵的降为

卑，你愿意成为愚拙的，软弱的，和卑微的人吗？这样上帝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他

的荣耀会完完全全的得以彰显，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 

这样做也许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于给你带来危险。就像那俩个收生婆一样，但是如

果你站在上帝一边，他会纪念你，并在他認為最好的时候赏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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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二章; 討論日期 11/15/15 

0. 分享課堂上及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信息. 

1.请阅读出埃及记 2: 1-10，使徒行传 7: 20-29及希伯来书 11:23-26  

a.以上三段经文中，作者如何描述在婴儿时候的摩西？ 

b.摩西的母亲为什么把摩西藏起来？ 

c.为什么把摩西藏起来的举动表现出她的勇气以及她的信心与细心？ 

 

d. 希伯来书 11:23中说“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王命，”摩西的父母亲相信 

   神会守承诺，哪一个承诺是摩西的父母亲所相信的？ 

e. 列举出神精心的安排，使摩西平安的被法老的女儿領养的过程。 

f. 摩西小时候由亲生母亲带大對摩西长大以后在王宮裡过着王子的生活有甚麼正面的影響？ 

 

2. 请阅读出埃及记 2:11-14 ; 使徒行传 7:23-29及希伯来书 11:24-26 

a. 你认为摩西在什么时候决定选择與希伯来人認同而愿意放弃埃及人的身份? 

b. 思想他所放弃的是什么? 

c. 他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d. 摩西为什么出访在劳苦中的希伯来人? 

e. 你认为杀埃及人是摩西拯救希伯来人的计划之一吗?1 

f. 利用使徒行传 7:25, 解释为什么摩西以为希伯来人会把他当作拯救者? 

3. a.在这段经文中, 请描述摩西的个性?  

    

   b. 你认为神需要改变摩西那方面的个性,神才能使用他? 

4. 请阅读出埃及记 2:15-22 

a. 从摩西在井边搭救米甸女儿的事上,他再一次表现出他什么样的本性? 

b. 你认为摩西想拯救希伯来人的意愿改了没有? 

c. 神如何预备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5. 请阅读出埃及记 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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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神如何准备以色列人的心, 去接受解放? 

b. 当环境使以色列人无法忍受时, 他们的反应如何? 

c. 神如何以四个举动来回应他听到以色列人的哀声?  

  

 

6. 从出埃及记 2:1-25中,请以经文来描述你所认识的 神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