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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部分:

• 出圖二 (019) 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西乃山Exodus-from Egypt to Sinai ( 原圖)
• 旧约所预示的基督: 大祭司和他荣美的圣衣(出28:1-35; 民3:10; 18:7) - 马六甲福音堂
• 一、圣经数字的见证-- 看挪亚的方舟，看摩西的会幕
• 2021 – 6 – 24 QT 出埃及記30：1~16
• 摩西(十)──造會幕，作聖衣@ 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隨意窩Xuite日誌



出埃及記

作者: 摩西 (17:14; 20:22; 24:4)

主題: 

• 耶和華 神(Yahweh)
• 以色列從奴隸之地進入神的國度
• 十災/逾越節
• 誡命/律例
• 神的同在與會幕



名稱：
"Exodus" 來自本七十二士譯本
"going out" or “departure”, “出去”

出埃及時期:
列王記上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四百八十年，所羅門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
弗月，就是二月，開工建造耶和華的殿。」

*所羅門皇在位第四年: 969-957BC
*出埃及:1449-1437BC



出埃及路線說明:

1. 出 12:37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
2. 出 13:20 從疏割起行到以倘安營。
3. 出 14:2 以色列人轉回，在比哈希錄前、密奪和海

的中間，對著巴力洗分安營。
4. 出 14:21-22;15:20 以色列人過海，又在曠野中走

了三天， 到了瑪拉。
5. 出 15:27 從瑪拉到以琳。
6. 出 16:1 從以琳到汛的曠野。
7. 出 17:1 從汛到利非訂安營。
8. 出 17:8-16 亞瑪力人來攻擊以色列人，但被擊敗。
9. 出 18:1-5 摩西的岳父帶了摩西的妻子和兩個兒子

從米甸前來。
10. 出 19:1 以色列人從利非訂到了西乃的曠野。



三大部份/特色:

I.   出埃及 (1-18)
II.  律法 (19-24)
III. 會幕 (25-40)

從神的方面 從以色列民方面:

出埃及: 神的能力 新的自由，新的境地 歷史性

律法: 神的聖潔 新的政治體系，神權統冶 立法性

會幕: 神的智慧 新的敬拜，新的關係 宗教性



出埃及1-18章

經文大剛 (巴斯德, p.106)

1. 計劃 -- 摩西 (1-4)
A. 其需要:  a.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擴張 (1:1-12)

b. 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害 (1：13-22)
B. 其預備: a. 摩西在埃及 (2:1-15)

b. 摩西在米甸 (2:16-25)
C. 其成熟: a. 從神來的新信息(3:1-4:17)

b. 摩西的新任務 (4:18-31)
2. 阻礙--法老 (5-11)

A. 八次要求--(5:1-3;7:10, 15-18; 8:1-4; 8:20-23; 9:1-4,13-19;10:1-6)
B. 八次被拒--(5:2; 7:13,22-23; 8:15,19,32; 9:7,12,34-35; 10:11, 20,27)
C. 十個災害--(7:20; 8:6,16,24; 9:3,10,22; 10:12,21; 11:5)

3. 實行--耶和華(12-18)
A. 歌珊至紅海---

逾越節與記念 (12:1-13:16)
引導以色列人出來 (13:17-22)

B. 過紅海----
埃及人追趕以色列人 (14:1-12)
以色列人得救，埃及人滅亡 (14:13-31)

C. 紅海至西乃----
一個月: 到沙漠 (15:1-16:1)
二星期: 到西乃 (16:1-18:27)



十災 (The Ten Plagues):

降災目的:

• 使法老心剛硬
• 因心硬/不順服神而帶來神的刑罰
• 彰顯神的能力、榮耀、得勝
• 埃及全軍覆沒的前奏
• 神拯救以色列民的工具
• 給以色列民在困難時安慰和力量



• 神的作為
• 大規模的自然現象 (4,5,7,8)
• 不尋常的現象 (1,6)
• 第一、二災埃及行法術的也用邪術照樣行,

第三至十災只有神能行出來
• 頭五災法老心剛硬 (7:22;8:15,19,32; 9:7)

之後神使法老心剛硬 (9:12;10:20,27;11:10)

1.   水變血 7:14-25 6.   生瘡 9:8-12
2.   青蛙 8:1-15 7.   冰雹 9:13-35
3.   虱 8:16-19 8.   蝗蟲 10:1-20
4.   蒼蠅 8:20-32 9.   黑暗 10:21-29
5.   畜疫 9:1-7 10. 滅長子 11:1-30



逾越節: 第十二章

• 歷史的事實
• 耶和華所吩咐的
• 第一次在埃及地守的
• 在私人家中舉行
• 預表基督救贖



出埃及與以色列：

1. 新曆法的開始
「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之首。」(12:1)
“本月” 指亞筆月或尼散月(13:3；23:15) 在三月尾或四月初

2. 新的確據：神向摩西透露祂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計劃(6:7-8)

3. 新的自由： 離開為奴之地

出埃及與埃及:

• 揭露偶像的虛假
• 說明人要抗拒真神是枉費心機，並且是罪大惡極。



出埃及與神

出埃及：

• 神的審判：瘟疫、殺首生的、 淹沒埃及全軍。
• 神的恩典：以色列民免受災害，得蒙拯救。
• 神的能力：在紅海開路。
• 神的帶領：雲柱火柱。
• 神的供給：用神蹟給他們水和食物。
• 神的信實：重提亞伯拉罕之約，並在西乃另立約。
• 神的降卑：居於會幕。

新約時代：

• 神的審判：在加略山上，耶穌基督解決了人的罪的問題，同時亦把撒旦和一切邪惡勢力推翻。
• 神的恩典：一切接受基督救恩的人，都蒙祂寶血潔淨，免去因罪帶來的審判和刑罰。
• 神的能力：神使基督從死裡復活，超過一切執政的和掌權的，祂亦成了我們的救贖主。
• 神的引導：賜下聖靈。
• 神的供給：神在基督裡把一切屬靈的福氣都賜給我們，亦應許要照祂之豐盛及榮耀，
• 供給我們的需要。
• 神的信實：亞伯拉罕之約藉著基督而更完滿地實現在信徒身上, 又與他們另立新約。
• 神的降卑：降世為人，藉著聖靈居住在聖徒心內。



出埃及與福音：

相同之處：

• 出埃及使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家；福音叫人脫離罪與刑罰的捆綁。
• 出埃及之前以色列人每家要殺一隻羊羔；福音完成之前，神的羔羊亦在加略山被殺。

相異之處：

• 出埃及流的是動物的血；福音所流的，是神兒子的寶血。
• 出埃及有許多羔羊被殺；福音卻只是一個羔羊被殺，便永遠成全。
• 出埃及只發生在以色列民，故範圍是有限度的；福褔卻是為全人類，無地方國藉之分。
• 出埃及只是脫離了肉身的奴役；福音卻是脫離心靈的捆綁。
• 出埃及的救贖是短暫的；福音是永遠的。
• 出埃及去到屬地的迦南；福音引到屬天的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