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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埃及诸神的争战 --- 出 6:28 - 10:29 

世俗的历史学家会把出埃及记演绎成一个伟人的或是一场群众运动的辉煌成就。

但这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出埃及记 6章 28节至 12章 42节记载的这场争战既不是

摩西与某一个人之间的争战，也不是说犹太人是如何反抗压迫的。  它记载的是耶和

华 - 以色列人的真神与埃及的众多假神之间的争战。这些假神的背后是那些背离了

上帝的堕落的天使。 

在这场非常激烈的争战中，耶和华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这场胜利摧毁

了埃及的势力，解放了以色列人并使埃及诸神的名誉扫地。这场胜利显明以色列的神

是唯一的全能的充满恩典的真神。 

圣经中多次提到这一点，出埃及记 18章 11节里摩西的岳父叶忒罗说“我现今在

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以赛亚书第 19章 1节论

到埃及在耶稣再来时的状况时这样说“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

像在他面前战兢。” 

提得最明确的是在民数记 33章第 3节和第 4节，这里提到以色列人起初在旷野里

的那些日子。“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

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藏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

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这最后一句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埃及的这场争战不

是摩西与法老之间的，也不是以色列人与埃及人之间的，而是耶和华与埃及众多假神

之间的争战。以色列人的胜利实质上是打败撒旦所控制的那些假神的胜利。 

一．埃及的宗教 

我们必需了解一些关于埃及的宗教知识以便理解这场争战。 前面第二课里我们已

经谈到埃及是如何信奉异教的。现在，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埃及的宗教也是多神教。

多神教就是崇拜许多的神灵，埃及宗教是任何古老文化中崇拜最多的神灵的。 

    A. 堕落的宗教 

许多学宗教的学生认为多神教是所谓的人类宗教发展的早期点。在他们看来，原始

人是泛灵的。也就是说在原始人的想象中花草树木和岩石溪流都由可怕的神灵掌控，

所以他们要拜这些神灵。从泛灵发展出多神教，多神教认为所有可见的现象背后都有

神灵。多神教之后是一神教，然后是哲学一神教。在这之后，也就是在这个假想的宗

教发展阶段的最高峰，产生了道德人文主义。道德人文主义是无神的唯人至上的。 

一些警惕的学者对这个所谓的宗教发展提出了质疑。维也纳人类学家施密特

（Wilhelm Schmidt），美国人类学家布罗（Robert Brow）以及其他的一些同行用实

际证据说明多神教是由原始一神教发展而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埃及多神教是

“被贬低的”宗教。这正是圣经的指示，埃及的多神教是圣经里着重提到的。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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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写到人类知道（或至少知道）真神，但他们抑制自己的知识，以

追求邪恶。“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

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确不当作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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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3）保罗的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埃及的多神教是多么的堕落和黑

暗。 

埃及的多神教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一直到了新王国时期, 埃赫那吞(Akhenaton) 

法老才进行了恢复一神教的宗教改革。在他死后，一神教又坚决被抛弃了。 

B. 邪恶的宗教 

埃及宗教的问题还不止是这些。从西方世界比较超脱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认为多

神教只是古人的无知错误。它的害处只是对它的追求影响了他们对真神的了解。但上

帝说他降在埃及的灾疫是对埃及诸神执行的审判，因此我们要相信在埃及诸神的背后

存在着恶魔或恶势力。由于撒旦还活跃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关系到我们面临的争

战。虽然我们可能不崇拜木石假神，但我们有我们的偶像，以及真正的精神意识上的

敌人。因此使徒保罗对基督徒警戒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正是因为我

们是与属灵气的争战，所以我们要谨慎，“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刚强，倚赖

他的大能大力。”（弗 6:10,13） 

二．第二次见法老 

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第一次见过法老后，犹太人身上的苦难就更加重了。现在他们第

二次被派去见法老。他们要行给法老看，让他知道他们是代表那行神迹奇事的真神。摩

西让他的哥哥亚伦把他的杖丢在法老面前，亚伦将杖丢下，杖就变成了蛇。 

但法老的博士和术士也行法术，使杖变作蛇。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做的。可能是视觉上

的错觉，也可能是诸如现代魔术师的变术，亦或是撒旦的魔力。唯一的问题是摩西和亚

伦的蛇吞了博士和术士的蛇。但没事！法老无动于衷，因为他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法

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出 7:13） 

三．前九灾 - 出 7:14 - 10:29 

当时的埃及人信奉的主要神灵达八十之多。这些神灵主要集中在与埃及人生活密切相

关的三大自然界 - 尼罗河，大地和那日头永照的晴空。因此这并不令人惊讶，神会在这

个历史性的争战中把灾疫集中降在这三大自然界。头两个灾疫降在尼罗河河神上，接下来

的四个灾疫降在土地神上，最后四个灾疫降在天神上。尽管最后在逾越节那章详细讲到的

击杀长子的灾疫有别于其它，但是也可以说是降在天神上的。法老的长子也在这场灾疫中

被击死，这个未来的法老正是太阳神拉 （ Ra ）之子的下一个化身。  



泉谷華人宣道會 第五课：出埃及记第七，十章  12/13/15 

3 
 

    A.  河水变血 - 出 7:14-24 

     神的第一个惩罚临到了埃及的水源。神派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那时法老在尼罗河

边， 可能是在祭拜。由于法老不听从上帝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上帝便降罚于他，

使得他們認為神圣的尼罗河河水变成了血水。“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

的水， 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喝这河里

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出 7:20,21） 

     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埃及人意味着什么。埃及是建立在尼罗河两岸的，所有的生机都

在河边。 如果没有尼罗河， 埃及就是沙漠一片。即使在今天，尼罗河也是埃及最重

要的生命力的主导。埃及很多重要的神明都与尼罗河有关。 主要神明之一的奥西里

斯（Osiris )是尼罗河神之首。埃及人认为尼罗河即是他身上流着的血。库努姆

（ Khnum ) 被看作尼罗河源头的守护神。 哈比（ Hapi )则是“尼罗河的灵魂”和

“流动力的精髓”。 在尼罗河的上游，还有河神哈比蒙（Hapimon ) 和托若 

（ Tauret  )。当然还有鱼神。然而，在这血灾中，鱼也死了。 几千年来受人祭拜的

神突然一无所值。神圣的尼罗河变成了死亡和憎恨之河。 可是“法老心里刚硬”

（出 7:22），他拒绝让以色列人去。 

    B. 群蛙满地 - 出 8:1-15 

    上帝降下的第二个惩罚是让埃及全地蛙满为患。上帝告诉法老“你若不肯容他们

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

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抟面盆, 又

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  众臣仆的身上。”（出８：1-4）当亚伦把他的手伸在埃及的

诸水以上，青蛙就从水里蜂蛹而上布满了全地。 

从考古学家发现的护身符上刻着的青蛙，我们可以得知古埃及人是拜青蛙 的。埃

及无处不在的女神之一 Hekt 总是以青蛙之首和身体的形式出现。正因如此，青蛙如

同其它动物是神圣的。人们不能杀死青蛙，就象在印度不能杀牛一样。既不能杀死，

面对着这可怕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女神的蔓延，埃及人真是束手无策。面临死青蛙带来

的遍地腥臭，埃及人不由自主地憎恶起他们曾经崇拜的这些粘滑的偶像。 

于是法老叫他的术士们也变出青蛙，他以为蛙灾只是一个戏法，术士们也可以变

这个戏法。但问题不是能否变出更多的青蛙，因为已经蛙满为患了。他们要做的是

除灭青蛙，而术士们却是一筹莫展. 骄傲的法老不得不恳求摩西让青蛙离开他和他

的民。尽管如此，法老刚硬的心依旧不变。“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

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出８：１５) 

    C. 尘土变虱 - 出８:16-19  

      前两个灾疫发生在与埃及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三大自然力量之一的尼罗河上。第三个

灾疫是降在大地上的四个灾疫里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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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泥土之肥沃居世界之首。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泛将非洲中部高原上的泥土冲刷而

下淤积在下游的埃及。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出产丰富的谷物，蔬菜和水果。 

上帝降罚于地神盖布（Geb），地里就生出虫子，虫子成灾到了百姓的身上并玷

污了祭司们的 身体。由于身体的不洁，祭司们不能作祭。 

面对这接二连三的灾疫，法老的术士们从未象现在这样一筹莫展。他们明智地告

诉法老“这是神的手段” （出８：１９）.可是，法老还是拒不听从上帝，仍不让

犹太人去。 

  D.苍蝇成灾－出 8:20 - 32  

   第四个灾疫也是降在大地上的。地上出现了成群的虱子，在第三个灾疫里用来描述

那个虫子的字是 kinnim, 可以说是虱子，但也可以说是蚊子。西腊语版本的旧约把这

个字翻成”skiniphes,” 就是虱子。第四个灾疫里用的字就是”成群”的意思，可能是

指各种飞的虫子。虫子之多在埃及一直都是个问题，但现在是多得令人难以忍受。许

多虫子都和神灵有关，受崇拜。比如说 Ichneuman fly 就被尊为 Uatchit 神. 这些虫子

是不能杀的。可忍受也有限度。忍无可忍，法老召了摩西来，答应摩西对他提出的四

个要求中的头两条。法老答应让他们在这地祭祀耶和华（出８：２５），还答应让他

们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但不要走得很远，免得他看不见。摩西便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

蝇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他的百姓。灾祸一旦松缓,“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

去”( 出 8:32) 

从这个事件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以色列人居住的歌珊地和埃及人居住的地方是有

界线分开的，可能一直都划有界限。（出８：２２，２３） 

 E.畜疫之灾 - 出 9:1 - 7 

   第五个灾疫降在牲畜身上。许多的马驴骆驼和牛羊都死了。我们可以猜想并不是所

有的牲畜都死了。因为我们在后面看到，当摩西警告埃及人雹灾将来的时候，有那信

的就将存活的牛赶进家得到保护。只有犹太人的牲畜在这第五个灾疫-畜疫之灾中获

免。 

我们必须再来看一下把灾疫降在受崇拜的牲畜身上意味着什么。拜牛神阿比斯在

当时是很盛行的。据埃及民间传说，阿比斯是一头牛在从天而降的太阳光射到它身上

受孕后生出的。它是孟菲斯和其它一些神庙里供奉的圣兽。在新王朝时期，在孟菲斯

附近的萨卡拉，牛死后要举办豪华的葬礼。 在孟菲斯的塞拉皮有成百的牛的壁龛。

对阿比斯的崇拜非常盛行，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认为摩西上了西乃山

后失踪了的时候，他们铸了阿比斯牛模样的金牛犊来膜拜道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

出埃及地的神。”（出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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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奉圣兽阿比斯密切相关的是对哈托尔（ Hathor )女神的膜拜。 她是孕育之

神。 即使 这样一位赋予生命的哈托尔神也保不住牛的性命。这场灾难击杀了埃及人

赖以生存之本 - 家畜，如同地里的出产，没了它们，“埃及已经败坏了”（出

10:7）。当法老的官员们向法老告急时，“法老的心依旧刚硬，不容百姓去。”（出

9:7） 

 F. 生疮之灾 - 出 9:8 - 12 

 第六灾把对牲畜的折磨升级到了对人的折磨。炉灰在埃及全地扬起变作尘在人身

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 

真令人啼笑皆非！把圣灰抛向空中由其落到祭拜者身上在埃及是个习俗，  就好比基督

教徒在 四旬节(Lent)第一天守的圣灰星期三。 有灰落到身上是个祝福。而现在，经

由摩西的手祝福的灰变成了咒诅。即便是那些祭司们，他们由于身上起了疮受了玷

污，也不能给埃及人做献祭洒灰了。 经上说他们甚至在摩西面前都站立不住，“因

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出 9:11） 

医治人的埃及神明啊，你在哪里？古埃及的医术举世闻名。巫医通过符咒和妖术来治

病。伊姆荷太普（Imhotep)是埃及的医学始祖，医治天使。他在哪 ？ 托特 

（Thoth），那个鹮首 人身发明了古埃及文字的智慧之神在哪里？ 赛克迈特

（Sekhmet），那个狮头人身的戰爭女神，据说她既有能力兴起瘟疫又能起死回生，

她在哪？还有塞拉比斯-受人膜拜几千年的神祗，你又在哪？ 

当这令人痛苦不堪的泡疮不断蔓延的时候，诸神明的回天无力在每个埃及人面前不宣自

明。 即使如此，法老依旧心硬，不让以色列人去。 

G. 冰雹之灾  - 出 9:13 - 35 

  第七个灾疫是降在天空诸神身上的四个灾疫里的第一个。埃及几乎不下雨，更不用说

下冰雹。开罗的年降雨量不过两英寸，在埃及的南部甚至有连续多年不降雨的时候。

现在，天空是乌云密布。 经上说“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

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 那时，雹与火掺杂，甚是厉害，自从埃及成国以来，

遍地没有这样的。 在埃及遍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的菜蔬，又

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 （出 9:23-26） 

  随着这场摧毁性的灾难的发生，公众的舆论第一次发生了分歧。当又一场灾疫发生的

时候，这个消息传到了法老的王宫里。有些人听从了摩西和亚伦的话，将牛牵到了篷

子里，因此避了灾。对于这些人来说， 对天空诸神的信心从此就破灭了。空气神舒

（Shu），天空之神何露斯（Horus）和努特（Nut），统统都失灵了。 

  连法老一时都明白了过来，至少是临时的。 他做了三个极其重要的坦白：1）“这一

次我犯了罪了。” 2）“耶和华是公义的。” 3）“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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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9:27）谁也不要读到这里就信了法老，再往下读我们就发现法老的心依旧刚硬

“不容以色列人去”（出 9:35）。法老的坦白好比是扫罗在被惩戒时做的不诚心的

坦白（撒上 15:24, 25），也类似于尼布甲尼撒第一次的坦白（但 3:28，29），但后

来尼布甲尼撒似乎是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上帝的面前（但 4:34 - 37）。 

H.  蝗虫之灾  - 出 10:1 - 20 

  第八灾是令人惧怕的蝗虫的侵扰。蝗虫侵吞了地里仅有的庄稼。 蝗灾到来之前，法老

的臣仆就求法老“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出 10:7）很显然，臣仆们的意志已动

摇。 法老却没有 ！这时，他做了他四个让步中的第三个让步：“不可都去，你们这

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 。”（出 10:11） 摩西可不答应。 于是，他在埃及伸杖，

即刻一股东风从阿拉伯的沙漠里刮来了蝗虫，如云密布。顿时间，“无论是树木或是

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 （出 10:15） 

  内普瑞（Nepri ) - 谷物女神哪里去了？ 阿努比斯（Anubis ) - 土地的保护神在

哪 ？ 还有米恩（Min）- 丰饶多产之神哪里去了？因着这种摧毁所具有的特性，蝗

虫的侵扰成了启示录 9章 1至 10节里描述的最后的审判的一种。为了除掉蝗灾，法

老又一次做了浅薄的坦白：“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出

10:16）但一当蝗虫离去，他又老调重弹，再一次拒绝让以色列人去。 

  I. 黑暗之灾 - 出 10:21 - 29  

  第九个灾疫迅速地悄无声息地来临。黑暗笼罩了大地三天三夜。 这是对埃及人所

信奉的宗教的最重要的裁判。 太阳神拉从他在天空中的显赫位置上被放逐了，赫

里奥波利斯的月神托特，天空之神何露斯都被放逐。太阳不见了，这对于那些推

崇太阳神的人来说可是太痛苦了。 埃赫那吞法老就极其推崇太阳神，他用冗长的

诗歌对太阳神歌功颂德。 在残存的古埃及文学作品里就有这样一首长达一百二十

行的诗歌，词藻华丽隽永。 巴恩豪对这个灾疫带来的影响作了极其生动的描

述 。“黑昼在午夜时分升太阳的地方算是正常现象，但这里又不是挪威或是阿拉

斯加。 这是埃及，日头不落的地方。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出太阳。  一年

三百六十五夜，夜夜月明星亮。星光照耀如此璀璨，让人感觉到天上的星星比邻

舍的灯光还靠人近。星光流泻，美不胜收。 由于大气层的隔离，天空距离我们有

几百万光年之遥。 在埃及的感觉可不是这样，在这里，天空远在窗外，近在树

梢。” 

“刹那间，清澈的天空被黑暗遮蔽。 日常生活来了个急刹车。 人们只好卧床三天。

那时也没有空调，在炎热的埃及，人们既没有吃的，也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人们

被迫躺在床上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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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法老仍不愿妥协。 最后他只好对摩西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

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出 10:24） 摩西

说牲畜也要同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出 10:26）。 在 20世纪 40年代中国共产

党解放了中国，中国内地教会的传教士被迫离境的时候，摩西的这个声明极大地

鼓舞了这些传教士们，他们也说道“一个当家的或是一蹄都不离开！” 法老愤怒

至极，不许摩西再见他的面。 

四.  法老心硬 

  是谁让法老心硬呢？我们已经注意到法老心硬 --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让以色列人去-

-并且我们一再读到法老的心越发刚硬起来（出 7:13,22，8:15,19,32，

9:7,12,34,35， 10:20,27）。并且我们还看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出

9:12， 10:20,27， 11:10 还有 4:21， 7:3， 10:1）。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含义

呢？ 是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法老的心硬吗？ 还是因为法老的心本是刚硬，

所以耶和华惩罚他使他心硬呢？ 对于这一点的看法各不相同。 

 A.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老的心硬与上帝无关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法老心硬是他自己选择这样，他们相信耶和华一直都在挽救法老

并让他悔改。 类似“法老（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样的语句在出埃及记

中多次出现（出 7:5,17， 8:10,19,22， 9:14,16,29， 11:7）。 这里说的“知

道”不单单指字面上的知道，而是对埃及人和法老发出的一个邀请让他们去认识耶和

华是谁。 出埃及记 12章 38节提到这样一个现象，有许多闲杂人和羊群牛群与以色

列人一同往疏割去。 这说明有许多埃及人信了，因而可以说这是具有福音目的的邀

请。 

 B. 另一种观点认为：上帝使法老心硬 

  倡导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圣经没有任何一处表明耶和华在带领法老认错忏悔。 第一次提

到法老心硬是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出

4:21）。既然第一次提到法老心硬是这样一种情形，那么可以说是上帝决定让法老在

这以后不断地心刚硬。（当然，如果上帝不施恩典让我们心软，我们的心会刚硬; 因

为我们的心本是刚硬。 用神学的词汇来说，这叫为上帝摒弃，是指主张上帝选择放

弃一些人不予拯救的教义。） 

  更近一步来看，在出埃及记 9章 16节耶和华向法老宣告“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

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9 章 17节里在讲到被上帝

摒弃的时候引用了这句话，并接着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

硬，就叫谁刚硬。”（罗 9:18）这就是说哪个人得不得救是上帝的主权，上帝不欠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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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否积极地参与使法老心硬，亦或是袖手旁观地任法老心硬，这点并不重要。其

实，法老心硬和耶和华使法老心硬的说法交错出现在出埃及记里，因为哪个在先，哪

个在后并不是作者要强调的。 作者要阐述的是，不管如何，上帝决定一切。在一切

的事上要彰显的是上帝的荣耀。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 9章阐明的，神要显明他的忿

怒，彰显他的全能和公义。 他如何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对邪恶的人的摒弃上，他

也同样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恤得拯救的人身上。  在对埃及人的审判上，神

彰显了他的公义，全能和忿怒。 同样的，他在对犹太人的赎回上彰显了他的恩典。 

C.  第三种观点认为：神和法老共同参与促使法老心硬 

  数百年来，虔诚的基督徒们就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展开了争论。 这样来

看，神和法老都参与了使法老心硬。 假如说神有主权使法老心硬，那么法老也有一

定的自由意志促使自己选择了心硬。 尽管上帝两次预言将发生的事，但还是法老本

人坚持在前五个灾疫中刚硬他的心; 直到第六个灾疫开始至第十个灾疫结束，圣经里

才说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  上帝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彰显祂自己以及祂的权能。 上

帝多次通过一个掌权的，来向神的民和未归祂的民彰显祂的权能和荣耀。除法老外，

旧约圣经里还提到西宏（申 2:30 ），迦南人（书 11:20 ），押沙龙（撒下

17:14 ）耶罗波安（王上 12:15 ），神都使他们的心刚硬。与此相反的是波斯王塞

鲁士，他的地位尊如法老，可是他响应神的感动自愿让犹大的子民回归犹大，在这事

上彰显了神的荣耀 （代下 36:22 - 拉 1:8;  5:13 - 6:14;  和赛 44:28 - 

45:13 ）。法老完全可以和塞鲁士一样被神高举，来彰显神的全能，宣告神的名;  

但法老却选择了愚顽不化。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好让他们知道我是神”的目的都

达到了。 

五. 运用 

A. 只有一位真神 

  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只有一位。我们不像埃及人那样拜多神。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

中很多东西都可以取代神的位置：名誉，金钱，享乐，另一个人，甚至一个假想的权

利，这些都可以任凭我们愿意耗费我们的时间和才智。神绝不容许拜偶像。十戒的第

一条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 20:3 ）在你的生活中有其它的东

西如同神一般重要吗 ？ 你是否愿意把这些东西抛弃掉呢？ 

B. 现今我们要与假神争战 

  我们的假神并不冠有“神”这个名字。 但任何在你心中取代神的位置的东西都是偶

像，我们基督徒就需抵制。 “绝对爱国主义”就是偶像。 现世主义是偶像。 人本

主义是偶像。  我们基督徒就要像摩西抵制埃及众多的假神那样，来抵制这些有害的

哲学思想。 有一首圣诗（Isaac Watts 的“十字架的精兵”）说道“我不必再面临

劲敌了吗 ？ 也无需去挡洪水 ？这个邪恶的世界是领我归向神的恩友吗？” 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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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与劲敌争战，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在这场争战中的盟友。 难道没有地方需要你

为我们的真神和救主出击吗 ？  

C.  上帝不容许妥协 

  当法老看到他面对的权能超出了他自己的权能，他要与神讨价还价。 但行不通，神可

不容许妥协。 神的主权是神圣的，任何与他抗争的都将像法老一样最终被打垮。 在

你的生活中你有与神打仗的地方吗 ？ 有些你明明知道神要你遵行的道，但你还是想

跟神讨价还价呢 ？ 你必须抛弃这样的傻念头，全心全意侍奉这位至圣，至尊，至善

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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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十一到十五章; 討論日期 1/3/16 & 1/10/16 

0. 分享講義中給你留下深刻印象並且願意去遵行的信息. 

 

 

1.请读出埃及记 11:1-13:16; 约翰福音 1:29 及 哥林多前书 5:7 

a. 神是什么时候将十灾的内容告诉摩西? 为什么神要將第十灾的内容预先 

 告诉摩西? 

b. 摩西为何气愤地离开法老出去? (11:8) 

c. 你面对罪恶時会有什么反应? 有实例吗? 

d. 根据出埃及记 12:1-11, 请简(诉)述逾越节神所定的礼仪 

e. 请解释为何称“逾越节”? 逾越节的羔羊预表谁? (参阅约翰 1:29, 林前 5:7) 

f. 为什么要为外邦人定守逾越节的礼? 

g. 根據民数记 3:13及 8:17,什么时候 神把以色列人長子的分别出來歸給神自己?因

此你觉得 神和以色列人有何特殊关系? 

h. 你把生命中的那些方面分别为圣献给 神? 

 

2. 请阅读出埃及记 13:17-14:31 

a. 根據出埃及记 13:17-22所记载神如何對待屬祂的以色列国,請以一段经文来   

   回答你所认识的 神. 

b. 根據 14:1-4 中,神如何引导以色列人而使祂自己得荣耀? 

c. 根據 14:1-28 中, 神又如何遵守诺言而使祂自己得荣耀? 

d. 当以色列人看到神的作為, 他们的反应如何? 

e.分享神拯救你脫離困難而使你與神的关系更親近的经历? 

 

3. 请阅读出埃及记 15:1-21 

a. 根據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中, 神如何摧毁埃及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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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第 15:13-18的经文, 请预测神会如何带领以色列的未来?摩西又如何  

    能确定神会照顾这些百姓? 

 

c. 你是否能根據神過去对你的带领来肯定神对你未來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