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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 從埃及被拯救 

以色列人在埃及-创世纪 15：1-21; 37:1-50: 26；出埃及记 1：1-7 

除了耶稣基督，历史上没有人像摩西那样在世上留下这么深远，有益，及长远的印象。他是以色

列伟大的立法者，在启示录 15:3里被称为“神的仆人”。摩西虽出生于犹太父母的家庭，却

在最有权势的国家的宫廷里被抚养长大，他完全可能繼承埃及王宮內的权力，威望和非凡的

享乐，但摩西却放弃了这样的特权，甘愿置身于被极度轻视的本族人中。由此他被神所用，

去带领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羁禁，给他们制定律法，把他们塑造成以神为中心，顺服 神的

民族，并领他们邁向所应许的美地，使他们在那里过了七百多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世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頒布以十诫为中心的神的律法，是这世上最宝贵的财

富。 

摩西的故事記載在摩西五经的后四卷（出埃及记, 利未记, 民数记, 申命记）及诗篇九十章中。但

实际上他的信息贯穿整部圣经, 從出埃及记到启示录，摩西的名字出现了七百多次。他在福音

书中被提到三十七次，并常常被耶稣基督，也被保罗和其他的新约作者们提起。一个英文作家

说道，“总而言之，從各個方面来说，无论从宗教还是非宗教的角度來看, 摩西都是历史上的

一个伟大人物。” 

圣经中总结摩西的成就說，“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

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

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申命记 34:10-12） 

I. 摩西的品格 

摩西的个人成就極其伟大，他带领被压迫的人民脫离束缚，把他们塑造成一个新的民族，并从神那

裡得到了道德标准和律法。但是與圣经中描述他那堪称為典范的品格相比，就逊色了。正因为

这样，他的一生对我们才更有意义。這是願意为神所用的人所必須了解的，所以我们都必須努

力去发展和使用那些使摩西成为神的出色仆人的品格特性。这其中有四个特性是最重要的。 

 A.信心 

摩西第一个杰出的品格就是他的信心。为此他在新约著名的希伯来书 11章中三次被

稱赞。“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暂时享受罪中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

得到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

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希伯来书

11:24-28）。 

不仅仅在他要做重要的个人决定时表現出信心，同时也在周围环境和人们反对他的时

候，继续的信靠主。从主在燃烧的荆棘中第一次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開始，他就一生追随

主。他的信心一直增长，主也不斷的加添給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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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成了圣经中有信心的英雄人物之一。如果没有信心，他（她）们只是一些普通

的，甚至是平庸的人们。他（她）们也有许多缺点。希伯来书的作者称因着信他们“制

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因着信他们“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

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了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希伯来书 11:33-

34). 

 

  B.虔诚 

摩西的第二个杰出的品格就是虔诚。他是个出色的祷告者。当人们陷入红海的波涛和

埃及兵追击的困境时，摩西求助于主。当人民在沙漠中反对他，并要另选一位领袖带他

们回埃及时，摩西求助于主。摩西总是把他所有的问题放在主的面前求主做决定。摩西

的祷告可能是圣经中最伟大的代祷者，甚至超过了创世纪 18章中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和俄

摩拉所做的慷慨激昂的祈祷，摩西为了他的人民向耶和华恳求，他们因为铸造并敬拜一

只金牛犊而陷入罪恶中。那时摩西情愿放弃自己的救恩而被定罪，以换取神对他所爱的

百姓的赦免。（出埃及记 32: 31,32） 

  C.谦卑 

摩西是个谦和的人，不像许多人有着绝大的能力和威望的人一样。每当受到攻击的时

候，他从不自己抵抗，而总是把事情交到神的面前，等候神的保守。圣经中说，“摩西

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 12:3）  

  D.勇气 

摩西在很多情况下凭勇气取胜。但最能显现出他的勇气的行为是当他站在法老面前，

以神的名义命令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 5:1 ）摩西不畏惧的站在最

有权势的君王面前，因他完全倚靠神，知道什么是真正應該畏惧的。 

使我们得鼓励的是，摩西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些优秀的品格特性。我们不了解他早

期的生活，但我们知道他年轻时曾冲动的打死一个正在欺压以色列人的埃及人。

尽管出于好的动机，但还仍然是错误的行为。另外在燃烧的荆棘前，摩西看上去

并不那么勇敢。他找出各种能推託的理由，以避免去埃及。他决不是一个从一开

始就有信心，很會祷告，并且谦卑及勇敢的人。他是在与主同行的路上学习了这

些功课，只要我們願意, 神一樣會幫助我们, 像祂雕琢摩西一样。 

摩西活了一百二十岁，四十年在埃及，四十年在旷野中，四十年领导一个民族，有人

说摩西花了第一個四十年学了一些东西，第二個四十年學到他甚麼都不能做，最

后四十年學到神能成就萬事.他值得做我们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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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圣经的介绍 

从人的角度来讲，摩西也是摩西五经-圣经前五卷的作者。长时间以来自由主义者嘲笑这种

说法，尽管耶稣基督也稱摩西為聖經前五卷書作者。但是歷史上有許多假說來挑戰這事實, 甚

至还有些人质疑摩西是否存在。 

现在，上述的假设都被證實是不可信的。学者们已经知道自摩西时代，也就是他带领以色列

人在西奈地区的四十年里，那里至少有六种独立的写作语言。 

但是，这不是要解说的关于摩西的著作及圣经其他書卷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在肯定圣经是神通过人

类的作者向我们啟示，因此是非常真实且具有权威性的，也就是圣经不同于其他的书卷之處。

其他的书里也许包含有事实，但圣经的真实是贯穿始终的，是一致的, 因为神是真实的。除了

一些法令的書，例如有关国家法律的书。也有一些权威性, 其他的书没有真正的权威性.因为圣

经是从神而来，所以它带着神完全的，绝对的，和牢固的权威。由于我们要开始学习圣经最重

要章节中的四卷書，所以，肯定聖經是神向我们的啟示，并時常注意这事实, 在读圣经時，将

会是很有益处的。 

 A.圣经的作者 

圣经只有一个真正的作者，那就是神。而圣经也确实是通过人的渠道来揭示的，这是

要注意的第二点。由於神是背后真正的原创者。圣经才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性。保罗对提

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 16,17）在这些章节中，关

键词是“神所默示的，”有时候被不适当地翻译成“受神感召的”。这意思是说圣经是

直接从神的启示或话语而来。这一点引出两条重要的解释圣经的原则：一致性的原则和

没有矛盾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想说明的是，圣经的各个章节都在讲述同一个故事，虽然

分成很多部分，但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这些不同部分互相之间都是不矛盾的。这

说明了在出埃及记里所描述的神和在新约里所看到的神是同一个真神。在耶稣基督和保

罗的教导中，由摩西预示的，通过古代祭祀方法 得到的救赎和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死而

得到救赎是一样的。这就说明，当我们讀到獻祭的規矩, 會幕的細節及祭司的責任時, 

都是為了幫助我們了解摩西本身預表耶穌基督.  

 B.圣经的写作者 

圣经是通过人类的写作揭示给我们的，神在他们的写作中指导他们，使他们没有错误

地写出神想要记录的。就像彼得说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

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处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

得后书 1: 20，21）。但这也说明了圣经中带有人类作者的痕迹。例如，摩西不像保罗

那样写书，保罗也不会像大卫那样写书。神，这最终的作者，将他的思想通过人类作者

的思想传达出来。所以，我们要试图像理解其他任何的书一样去理解圣经。 



泉谷華人宣道會 出埃及記簡介  11/01/15 

4 
 

我们还应该參考聖經之外的资料，包括一些非宗教的来源。例如，了解埃及的宗教习

俗，有助有我们理解出埃及记。而一些古代的法律典章，能帮助我们理解十诫。也就是

说，我们应该揣摩每一个特殊词汇的精确含义和被使用的目的。这样的训练可以防止我

们做错误的解釋。 

 

 C.圣经的目的 

圣经的最終目的就是带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拯救。耶稣教导當时

的宗教领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这

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 5：39 ，40）。没有人能责备耶稣

时代的宗教领袖们忽略圣经。相反，他们勤奋地研读圣经，逐章逐节，但他们没有领会

圣经的中心信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圣经是写耶稣基督的，是领人们信他的。他们没有

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  

我们要记住，当我们要学习摩西的著作时，和圣经中其他章节一样，这些文字都是引

导我们寻求耶稣，认识耶稣的。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失了要点。更糟的

是，通过学习，我们会因為我们所获得而骄傲，而且自以为是。 

D.圣经的照明者 

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来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圣灵不仅将启示给神学者，也照

亮我们的心，帮助我们领会圣经。保罗对哥林多的弟兄们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

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然而，属血

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

才能看透”（哥林多前书 2:12,14 ）。因为圣经是属灵的，人需要圣灵的浇灌去理解

它。 

这引出了另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圣灵自己做

工，照亮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因為我们的意念非同神的意念，我们的道路非同神的道

路，正如圣经所训导的（以赛亚书 55：8），只有經過圣灵的教導, 我们才會在学习圣

经中受益。 

III．对以色列人的受苦及解脱的预言-创世纪 15;1-21 

我们现在可以学习出埃及记了-摩西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首先我们注意到，出埃及記这一

章與創世記最後一章节紧密相关，繼續講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的故事。在希伯来文的出埃

及，以“然后”这个词开始。“然后”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

的名字记在下面：有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

得，亚设 （出埃及记 1:1-4）。“然后”将这段与上一章节连接起来。而且，以上列举的这些

名字和在我们创世纪 46 :8中看到的人名是一样的。另外，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中特意重复



泉谷華人宣道會 出埃及記簡介  11/01/15 

5 
 

了创世纪 1： 21,22中的三个词：“生养众多，”“极其繁茂，”和“数量极多”。很显然，

摩西写的这些章节，不是写新的故事，繼續記載是神对与祂有盟约的人民的信实。 

 A.神与亚伯拉罕的盟约 

故事的起源要从创世纪第 15章里写的，亚伯拉罕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说 起。亚伯拉

罕是犹太民族的先祖，神带他出了古城吾珥，并答应赐福与他，使他成为大国（创世纪

12： 2）.亚伯拉罕无子，他以为他的仆人以利以謝沙将是他的后裔。神告诉他不是如

此。于是领他走到外面，叫他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并告诉他，“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创世纪 15： 5）。 

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写到的一个章节，也说明了救赎是凭着信，而非人做工：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 15: 6）。 

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在那个时代，缔结盟约要有一个仪式来确认。仪式中要取一

些牲畜，每样劈砍，分成两半，一半对一半的摆列成排。立约的两方就站在这被宰的牲

畜排列之中，以血为盟，这正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他取了一只母牛，一只山羊，一只母

羊，一只斑鸠，和一只雏鸽，每样避开摆列成排。可不同的是在人与人的盟约中，双方

交换彼此的誓言；而在这个盟约中亚伯拉罕没有参与，他站在一边，看着那象征着神的

冒着烟的火盆及闪耀的火把，穿过那被宰杀的牲畜，向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单方面的誓

言。所以坚守这个盟约不在于亚伯拉罕，而在于神的信实。 

神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带

他们四百年。他们所以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

来。。。。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满盈。。。。我以

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甲摩尼人，赫

人，比利洗人，立乏音人，亚摩利人迦南人，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創世纪 15: 

13 ，14 ,15, 16 ，18-20）。 

  

 

 

 

B.六大预言-创世纪 15:13-21 

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後代的预言的六句話分别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 和

申命记等章节中應驗了。 

1犹太人必寄居别人的地-创世纪 15: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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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的記載是在讲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所发生

的事情（创世纪 37-50）。這十二个儿子分别是以色列十 二支派的先祖。雅各最

疼爱的儿子是约瑟，因他是雅各所宠爱的妻子-拉结，在雅各年老时为他所生的。约瑟

的哥哥们恨他，因为父亲偏爱他。 他们把他卖到埃及为奴。对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年轻

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命运。但约瑟敬畏神，于是神使他万事顺利，直至让他在

埃及掌揽大权。 

一天法老做了一个梦，但他所有的术士和博士都不能解。法老的酒政想起约瑟曾在

监狱里为他解梦，而且应验了。于是向法老推荐约瑟。当法老问约瑟时，他倚靠神,很

容易的解了梦，且表达的非常清楚，还向法老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以至于法老任命

他为宰相，治理埃及全地，权力仅次于法老。约瑟运用他的能力，引导埃及度过大饥

荒时期，保全了许多性命，也包括的他自己的弟兄和父亲。他们到埃及来买粮食，因

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约瑟的弟兄起初没有认出他，後來约瑟与他们相认，并劝说他们搬到埃及，在他权

力范围和法老的照顾下蒙福。在创世纪的结尾处，引用了约瑟对他哥哥们说的一段

话，“不要怕我岂可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

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

孩子”。（创世纪 50;19-21）.他们就在约瑟活着的期間，在埃及蒙福繁盛。 

 2 又服侍那地的人-创世纪 15:13b 

以色列人并不是到埃及做奴隶的，尽管约瑟在这之前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

与此相反，他们是應邀请及得到當時掌权的法老的祝福而来的。（创世纪 45: 17）不

幸的是，后来他们的环境改变了。根据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这源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

王起来，治理埃及；（出埃及记 1: 8 ）。这王压迫以色列人，因他害怕他们生养众

多，极其繁盛。 

 3.那地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创世纪 15:13c 

以色列人被苦带的故事在出埃及记里展开。“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

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带他们，他

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埃及人严厉的使以色列人做

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

工都严严的待他们”（出埃及记 1: 1-14）.最后压迫到竟然发展到要杀掉初生的男

婴。 

 4.那苦待他们的国必要受惩罚-创世纪 15：14a 

在出埃及记的前面几章里（7-11章）讲述了神如何借着连降了十个大灾难在埃及

地来审判埃及人。这灾难一个比一个嚴重。从开始的使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到最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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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人畜，都死去。这些灾难使得法老终於同意让以色列人离

去。 

 5.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逃离那压迫他们之地-创世纪 15;14b 

出埃及记的第十章讲述了在逾越节的晚上，当神击杀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時候。神

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因他们把羊羔的血洒在房屋的门楣上和左右门框上做为记号。

逾越节预示了神是如何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从罪里救赎出来（哥林多前书

5:7）. 

 6.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迦南地-创世纪 15:16 

事实上，摩西未被允许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而是死在尼波山上。在摩西五

经的后四卷中，讲述了这事是如何发生的。这不是一次简单而快速的回归，。而是摩

西凭着信心顺服神，彰显神荣耀的故事。 

IV   应用 

摩西为神所用，带领以色列人脫埃及的奴役生活，去到那神应许之地。从这里我们有很多可

以借鉴，我们先从摩西的品格和神的屬性说起。 

 A. 摩西的品格 

摩西是个很伟大的领导者。所以如果你负有领导的责任，例如我们多数人都有的 - 

在家里，在工作中，或在教会裡，你都可以向他学习。摩西最伟大的品格就是他在主里

的信心，你有没有向摩西一样完全的信靠神？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信靠神，那你愿

意去学着信靠他吗？神愿意教导你，如果你愿意，你会经历到摩西所经历过的。 

摩西很善于祷告。你愿意学為他人代祷吗？或是你想改進得比现在做的更好吗？摩西

很谦卑，你谦卑吗？你愿意变得谦卑吗？摩西也很勇敢。但那不同于逞强的行为，那不

是神的孩子该有的。神的孩子必须有勇气追随神，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反对阻挠，

都要常年累月，坚定地跟随神的脚步。你愿意学习如何成为一位恆久顺服神的人吗”？ 

   B 神的屬性 

在这第一课的学习中，我们刚接触了一点神的屬性，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神对亚伯

拉罕的应许是多么的信实。他用大能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人的压迫。同样的，我们在

出埃及记中可以看到，神通过耶稣基督完成对我们的救赎。因为神是唯一真神，所以我

们今天敬拜的神就是摩西及同时代的人在几千年前所敬拜的神。你想更好的了解神吗？

告诉神你想，他就会通过你对圣经的学习，向你啟示祂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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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第一章; 討論日期 11/08/15 

0. 分享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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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阅读出埃及记第一章 1-10节，请描述这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的个性？ 

 

 

2. 请阅读出埃及记第一章 11-14节，并回答以下问题  

a.第 11~12节中告诉我们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的结果如何？ 

 

b. 为什么埃及人的计划无法成功？ 

 

3. 请阅读出埃及记第一章 15-21节，并回答以下问题  

a.法老王的下一步是什么？ 

 

b. 法老王的下一步实际上是在对付谁？为什么？ 

c. 她们为什么不服从法老王？ 

 

d. 她们这不服从法老的决定是否有智慧？说明你的理由。 

4. 圣经中有许多说谎的例子，你是否能区别他们说谎的动机？ 

a．创世纪 3：12-13 

b．创世纪 12：11-19; 20:2 

c. 约书亚记 2：4-11 

d. 撒母耳记上 15：1-26 

e. 撒母耳记上 21：12-15 

f. 马太福音 26：69-75 

g. 使徒行传 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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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阅读出埃及记第一章 20-22节，你如何从 神祝福这不服从法老的收生婆的事件上认识 神的

属性？ 

 

6. 比较出埃及记 1：22与马太福音 2：13-16。举出他们相同与不相同之处？ 

 

7．从出埃及记第一章中，利用经文来说明神的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