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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世记--民族的「拣选」；

神拣选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世界
万国得福的管道。

•  出埃及记--民族的「救赎」；
    以色列在埃及受法老的奴役，神藉摩西解救他们并教导他们有关神的爱及权
能。

•  利未记--民族的「成圣」；
  神指示的子民怎样在灵魂、身体上得以成为圣洁

•  民数记--民族的「方向」； 
  神指引的子民在旷野回归进入迦南应许地，神并以云柱火柱带领他们。

•  申命记-民族的「指引」。 
  摩西最的给以色列人的劝勉，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将律法重申一次以应在迦
南地的生活。



•  雅各全家下埃及
•  摩西出生
•  十災；逾越節
•  出埃及
•  飄流曠野
•  頒十誡
•  本書寫作日期
•  摩西亡；約書亞做領袖
•  以色列人進迦南

 1876 B.C. 
 1526 B.C. 
 1446 B.C. 
 1446 B.C. 
 1446-1406 B.C. 
 1445 B.C. 
 1440 B.C. 
 1406 B.C. 
 1406 B.C. 

430 年



•  名称:希伯来文取本书头两个字「这些名字」为本
书之名称：七十士译本按其中心题目称之为「出
走」，中文聖經 - 出埃及记。 

•  作者: 摩西 意为我把他从水裡拉出来
•  内容：记述以色列蒙神救赎作祂国度子民的经过及
目的

•  写作目的：记录以色列人被神救赎且被教导如何事
奉神，以使选民永在神的保护与引导中



‧ 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
要的確知道，你的後裔必寄居別人的地，又服事
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們四百年。並且他
們所要服事的那國，我要懲罰，後來他們必帶著
許多財物從那裡出來。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
此地，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創 
15:13-16 )

‧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 以色列人人數由雅各下埃及時的七十人增長到約
二百萬人



•  以色列人在埃及 (1 - 11) 
•  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曠野 (12 -18) 
•  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 (19 - 24) 
•  會幕的指示(25 - 31) 
•  更新西乃之約 (32 - 34) 
•  會幕的建立 (35 - 40) 

–  神兌現與亞伯拉罕的約 



1.  在埃及的苦境 (1:1-22) 
•  出 1:7 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 

1:8 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理埃及。 
‧ 被派做苦工  
‧ 法老下令殺以色列男嬰 

2.  領袖的預備 (2:1-4:31)  
•  利未→哥轄→暗蘭→摩西
•  摩西：40年在埃及；40年在米甸；40年在曠野。
•  徒 7:20 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
個月。 徒 7:21 他被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
的兒子。 徒 7:22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
能。

•  因為救自己的同胞，殺了一個埃及人，逃往米甸。
‧ 娶葉忒羅之女西坡拉。





‧ 耶和華的使者從荊棘裡火焰中向摩西顯現。摩西
觀看，不料，荊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3:2)

摩西 神

我是甚麼人(3:11) 我必與你同在(3:12)

你叫甚麼名字(3:13) 我是自有永有的(3:14)

耶和華是我的名, 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的神

我有何能力(4:1) 使摩西手中的杖變蛇, 手長大麻瘋 – 賜
權柄和能力(4:2-7)

我本是拙口笨舌(4:10) 我必賜你口才(4:12)

你願意打發誰，就打發誰去吧(4:13) 應許亞倫與摩西同工(4:14-16)



•  我們的思考過程（甚麼是決定因素？） 

•  當我們決定接受／去做後，當注意甚麼？ 



‧ 出 5:3 他們說：「希伯來人的神遇見了我們。求你容我們
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華我們的神，免得他
用瘟疫、刀兵攻擊我們。」 5:4 埃及王對他們說：「摩西、
亞倫！你們為甚麼叫百姓曠工呢？你們去擔你們的擔子吧！」

‧ 出 5:9 你們要把更重的工夫加在這些人身上，叫他們勞碌，
不聽虛謊的言語。

‧ 出 6:6-8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
伸出來的膀臂重重的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
擔，不作他們的苦工。 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
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
離埃及人之重擔的。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
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
耶和華。』



‧ 出 6:6-8 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
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我要）重重
的刑罰埃及人，（我要）救贖你們脫離他
們的重擔，不作他們的苦工。 我要以你們
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
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
埃及人之重擔的。 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
（我要）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
華。』



•  我要伸手重重地刑罰埃及、
將我的軍隊以色列民從埃
及地領出來。 我伸手攻擊
埃及、將以色列人從他們
中間領出來的時候、埃及
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華。
(7:4-5) 

•  叫你將我向埃及人所作的
事、和在他們中間所行的
神蹟、傳於你兒子和你孫
子的耳中、好叫你們知道
我是耶和華。 (10:2) 

水變血之災  蛙災 

虱災  蠅災 

畜疫之災  瘡災 

雹災  蝗災 

黑暗之災  擊殺長子 

十災可能持續 9 個月 
十災也對應埃及地的各種神 



-    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
之首

-  初十挑選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十
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
全會眾把羊羔宰了。 

-  各家要取點血，塗在喫羊羔的房
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

-  當夜要喫羊羔的肉；用火烤了，
與無酵餅和苦菜同喫。

-  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
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
是耶和華的逾越節。 

-  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當以
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他擊殺
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
救了我們各家。 

•  出 12:29 到了半夜，耶和華把埃
及地所有的長子，就是從坐寶
座的法老，直到被擄囚在監裡
之人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
牲畜，盡都殺了。

•  出 13:1-2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
「以色列中凡頭生的，無論是
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別
為聖歸我。」

•  逾越節成為以色列人信仰的重
點，亦成為主餐的基礎。



•  蘭塞 → 疏割 → 比哈希錄 (過紅海) 
‧ 男丁60萬 (總數可能超過200萬)
•  出 12:41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
地出來了。 12:42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
及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  出 13:17 法老容百姓去的時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雖近，神卻不
領他們從那裡走；因為神說：「恐怕百姓遇見打仗後悔，就回
埃及去。」 出 13:18 所以神領百姓繞道而行，走紅海曠野的
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帶著兵器上去。 

•  三大神蹟
‧ 移動的雲柱、火柱
‧ 分開海水，以色列人下海走乾地
‧ 水合起來，淹死追殺的埃及兵丁和車輛、馬匹 







•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
來到西乃的曠野。 (19:1) 

•  摩西之約 
•  預備三日，神於火中降臨西乃山。   
•  傳十誡 (19:1-20:26) Commandments (道德律) 

- 前四誡是人對神的本分，後六誡是人對人的責
任。

•  傳聖所會幕和其中的器具的樣式, 祭司制度的設
立



1.  出 20: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2.  出 20:4「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出 20:5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3.  出 20:7「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 
4.  出 20:8「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5.  出 20:12「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

長久。 
6.  出 20:13「不可殺人。  
7.  出 20:14「不可姦淫。  
8.  出 20:15「不可偷盜。  
9.  出 20:16「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10.   出 20:17「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

並他一切所有的。」 



•  出 19:3-6 摩西到神那裡，耶和華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
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的
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
來歸我。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
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
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
人。」 

•  出 19:8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
遵行。」

•  是有條件的，又稱為西乃之約、律法之約。
•  亞伯拉罕之約(創12:1-3)是無條件的。
•  立約的儀式(24:4-8) - 築壇(立約的印記)，唸(宣告)，血(立
約的憑据)，長老(立約的見証人)，神的顕現 



•  律法與「教訓」同一字根，有「教導、指引、訓示」之意，是為
了教導以色列人如何在一新的環境中生活。 

•  向選民頒佈的目的
–  指出義的標準，揭露罪的本像，啟示神的聖潔

•  摩西五經的內容篇幅：人物23%,律法40%,史錄37%。
•  出20章到申33章有超過六百條，分為三類：

–  道德律法 ：即十誡，引導生活之一般性原則，具永久性。
–  民事律法：社會關係、審判之原則、人際關係，須從文化背
景去了解，有一些抵制埃及與迦南異教風俗之規條。

–  禮儀律法：宗教事宜、會幕、祭司、祭祀、節期，以十誡的
前四誡為基礎。



1.  律法是約的條款，是約束以色列民。
2.  不是基督徒之約，除非新約重申或強調，否則不
具約束力。

3.  從律法我們更認識到神的本性、計劃和目的。
4.  新約更新了部分舊約，馬太22:37-40歸納了律法
所啟示的精神。

•  馬太 22:37-40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
愛主你的神。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
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24:12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山到我這裏來住在這
裏、我要將石版、並我所寫的律法、和誡命、賜
給你、使你可以教訓百姓。

25:8-9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
的樣式。 
會幕 - 約櫃, 陳設餅桌, 燈台, 會幕,燔祭壇, 院子, 
香壇

    祭司衣袍 - 胸牌、以弗得、外袍、雜色的內袍、
冠冕、腰帶  



•  出 32:4 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
了一隻牛犢，用雕刻的器具作成。
他們就說：「以色列啊，這是領你
出埃及地的神。」

•  出 32: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
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32:10
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
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  出 32:19 摩西挨近營前就看見牛犢，
又看見人跳舞，便發烈怒，把兩塊
版扔在山下摔碎了。 



金牛犢  --領袖及百姓的背逆 32

•  表因：32:1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亞倫那裏，對他說：「起來，為我們作神像，
可以在我們前面引路，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遭了甚麼事。」



•  34:6-7 耶和華在他面前宣告說：「耶和華，耶和華，
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
慈愛和誠實；為千萬人存留慈愛，赦免罪孽、過犯
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
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  摩西的代求  34:9 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
我們中間同行，因為這是硬著頸項的百姓；又求你
赦免我們的罪孽和罪惡，以我們為你的產業。

•  神重申立约之實  34:10耶和華說：「我要立約...
•  神的提醒 34:12-17你要謹慎，不可與你所去那地的居
民立約，恐怕成為你們中間的網羅...



•  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可以住在他們中間。 
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
指示你的樣式。 (25:8-9) 

•  以色列人、無論男女、凡甘心樂意獻禮物給
耶和華的、都將禮物拿來、作耶和華藉摩
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35:29) 

•  比撒列和亞何利亞伯照耶和華的指示,建帳
幕, 約櫃, 陳設餅桌, 金燈台, 香檀, 和院子裏
燔祭壇,洗濯盆。為亞倫作聖衣,以弗得,胸牌
衣袍和冠冕





•  设立会幕 �祭司成圣� �25-31, 35-40  
•  为会幕奉献  ---甘心乐意 25:2, 35:5, 21, 22, 29 



•  幔子：将圣所与至圣所隔开，象徵百姓因罪的缘故与神
隔绝。只有大祭司在每年的赎罪日可以进入至圣所一次，
为百姓的罪献祭求赦免。耶稣死时，幔子裂开，表示衪
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打开通往圣洁的神的路。太
27:51, 可 15:38, 路：23:44



•  约柜：象徵神与以色列人
所立的约。内有三物：刻
有十诫的法版，玛哪，亚
伦发芽的杖。放在至圣所
内

•  赦罪的施恩座：约柜的盖
子，象徵神在衪的百姓中
间



•  桌子：皂荚木製，
上有金作的盘子，
调羹，奠酒的瓶和
爵。

•  陈设饼：十二块烘
过的饼，代表以色
列十二支派

•  灯台：金製如人一
般高，上有个灯盏，
以橄榄油点灯

•  香坛：皂荚木製，
用以点捻献给神特
製的香，象徵信徒
的祷告





洗濯盆：祭司供职之前在此清洁自己，放在会幕外面。象
徵人需要灵性上的洁淨



大祭司聖服



‧ 出 40:17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帳幕就立起來。
‧ 出 40:34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充
滿了帳幕。

•  出 40:36每逢雲彩從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起程
前往；  40:37 雲彩若不收上去，他們就不起程，
直等到雲彩收上去。 40:38日間，耶和華的雲彩
是在帳幕以上；夜間，雲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
的眼前。在他們所行的路上都是這樣。 



•  西乃之約是亞伯拉罕之約的延續，是大衛之約的基
礎。

•  祭司國度的建立。
•  摩西為中保。



•  14:13-14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只管
站住(stand firm)、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
要施行的救恩、因為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
及人、必永遠不再看見了。 耶和華必為你
們爭戰、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be still)。 

•  40:34當時雲彩遮蓋會幕、耶和華的榮光就
充滿了帳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