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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出埃及記緒論: 
 

出埃及記不是一本傳記, 但書中有一個突出的人物-摩西, 他生平的事蹟, 大部分記載在

出埃及記中. 使徒行傳第七章記載司提反殉道前的講論, 其中有好長的一段寫摩西, 把他

一生分成三個四十年, 第一時段從埃及皇宮到米甸(徒 7:20-29). 第二時段在米甸逃亡 40

年, 結婚生子(徒 7:29).第三時段, 被召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徒 7:30), 過紅海, 漂流曠野,

在西乃山上領聖言, 建造會幕等等(徒 7:31-44). 這些事跡在出埃及記中都有記載, 特別

是最後一段出埃及後, 更有詳盡的記載.  

 

聖經書卷中引述或提及出埃及記的還有很多, 無可勝數, 在這裏不能一一數算, 但是摩西

的詩被收集在詩篇中的第 90篇, 卻不能不提, 這詩是摩西的禱告, 可以說是他一生跟隨

主的感言, 意義深遠, 耐人尋味, 是我們讀出埃及之餘不可忽略的一環,  

 

查考導向與重點: 

 

本參考資料採用的課程形式: 

 

 經文提要: 由組長解釋: 包括背景簡介, 架構分析, 神學精華. 

 經文討論: 由組長主領提問, 鼓勵組員參予討論, 組長總結. 

 本課程除提出問題外也提供簡單答案, 答案只供組長參考用, 作為導引

(guidelines). 

 

1. 內容概要 What does it say?(歷史記載) 

2. 神學啟示 What does it mean?(屬靈信息) 

3. 今天應用 What does it mean to me?(信息回應) 

 

緒論: 

 

(1) 出埃及記全書主題: 自我啟示的神從墮落世界上拯救人類, 與他們立約成為約民, 要

他們歸衪成為敬拜神的族類, 鑰節: 出 19:4-6. 副題: 順服, 聖潔. 

 

(2) 出埃及記所啟示的神是 

1. 掌管歷史的神(4:21),  

2. 自有永有的神(3:13-15) 

3. 聖潔的神(3:5) 

4. 紀念應許的神(神紀念…2:24) 

5. 施行拯救的神(3:8) 

6. 審判的神(20:5-6) 

7. 怒氣可轉移的神(32:30-34) 

8. 說話的神(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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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超越的神(33:20) 

10.與自己子民同住的神(29:45)  

 

上半本書: 荊棘中神自我啟示(chap.3), 法老問: 耶和華是誰: 神是在神跡奇事中啟示的

神, 出埃及後以色列人讚美耶和華(Chap.15). 

 

下半本書:從以色列人與耶和華之間的密切永久立約關係中認識神. 

 

(3) 出埃及的三個要奌神學有: 

 

Chap. 1-18: 出埃及救贖神學: 神拯救子民 

Chap. 19-31: 典章律法聖潔神學: 神與子民立約 

Chap. 32-40: 建造會幕榮耀(敬拜)神學: 神與以色列民同住 

 

出埃及記神學 西乃盟約精義 盟約執行 

救贖神學 西乃盟約: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19:3-4) Ch.1-18: 神憐恤救贖 

聖潔神學 西乃盟約:以色列人自潔(19:10-15) Ch.19-31: 守約遵誡命 

榮耀神學 西乃盟約:神說降臨(19:16-25) Ch.32-40: 建造會幕敬拜神 

 

從離埃及到建會幕共隔一年左右: 三個月抵西乃, 在西乃紥營十個半月(其中用了幾個月

收集材料和準備建會幕) 

 

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過程中的做事經歷地點和時間 

做事經歷地點 做事經歷時間 
出埃及 (出 3:1-15:21) 幾個月(?) 

到達西乃山 (出 15:22-18:27) 兩個月 14日 (出 19:1) 

在西乃山紮營 (出 19:1-民 10:10) 十個月十九日  

從紮營到建會幕 九個月 (出 19:1，出 40:2) 

從建會幕到民數記 一個月 (出 40:2，民 1:1) 

從民數記開始到離開西乃山 十九日 (民 1:1，10:11) 

從離開西乃山到迦南邊境加低斯 (民 10:11-12:16) 幾個月 (民 13:20) 

在摩押地曠野漂流 (民 15:1？- 22:1) 三十八年（申 2:14） 

總共年日 四十年（民 32:13） 

Source: NIV Study Bible, 2015 

 

(4)與摩西五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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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是五經的主幹, 它承先啟後: 上承創世記的揀選和應許的主題, 下啟利民申內應

許的成就, 和盟約與律例的規定.  

 

五經的六個主題: 

(1)神創造祝福全地全人類與人類的犯罪 

(2)神揀選和應許先賢, 與他們立約 

(3)神從為奴之地拯救約民 

(4)神在西乃山籍盟約律法和會幕的自我啟示 

(5)約民在曠野路漂流 

(6)約民入迦南應許地 

 

五經的六個主題中, 出埃及記詳細地處理了三個 (2,3,4), 回顧一個(1), 展望最後兩個

(5,6).   

(5) 出埃及記記載了選民在歷史上的經歷, 代表了信徒的屬靈經歷:  

 

1. Chap. 1-12: 出埃及—離開世俗, 被召出來;  

2. Chap. 13-34: 西乃山上立約—作神的子民要守約效忠盟主;  

3. Chap. 35-40: 建會幕—與神同住, 過聖潔與敬拜的生活. 

 

(7)全書架構: 

A: 1-5章 為法老建殿  

 B: 6-12章 神的羔羊 

  C: 13-18 章 神的同在: 火柱雲柱 

中心奌: >>>>>>> D: 19-24章 立約的恩典  

     C’: 25-31 章 神的臨在: 會幕/帳幕 

 B’: 32-34章 金牛犢 

A’: 35-40 章 為神建會幕  

 

 

(7) 出埃及記的歷史性: 

縱使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年日, 出埃及的日期, 行程, 地奌等細節問題仍然存在, 但是

摩西其人和出埃及其事的歷史性無可置疑, (參考創世記緒論) 在近代聖經評鑑學的挑戰

下, 出埃及記的神學論奌和屬靈意義卻屹立不變, 未被動搖. 

 

(8) 出埃及記的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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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課 章節 中心思想 Chapters 

出埃及記一 1:1-22 以色列強盛:生養眾多,遍

佈那地 

I.救贖神學:神拯救選民:1-18 

  

出埃及記二 2:1-25 神揀選摩西 

出埃及記三 3:1-4:31 與神相會 

出埃及記四 5章 與法老交鋒 

出埃及記五 6章 與法老交鋒 

出埃及記六 7章 與法老交鋒 

出埃及記七 8-11章 與法老交鋒:十災 

出埃及記八 12-13 章 殺長子,逾越節  

出埃及記九 14:1-31 過紅海 

出埃及記十 15:1-21 凱歌 

出埃及記十一 15:22-

18:27 

從曠野到西乃 

出埃及記十二 19章 出埃及記第二部分綱要 II.聖潔神學:神與選民立約：

19-31 出埃及記十三 19:1-25 立約(1) 

出埃及記十四 20:1-17 立約(2) 

出埃及記十五 20:22-

23:33 

約書 

出埃及記十六 24章 確立盟約 

出埃及記十七 25-27 章 盟約下的真敬拜(1):建聖

所與至聖所的法則 

出埃及記十八 28-29 章 盟約下的真敬拜(2):立祭

司的法則 

出埃及記十九 30-31 章 敬拜器材與聖具的法則 

出埃及記二十 32章 會眾的假敬拜 III.榮耀神學:神在敬拜中與

選民同住:32-40 出埃及記廿一 33-34 章 摩西蒙允,重申盟約 

出埃及記廿二 35-40 章 建造會幕，分別為聖 

 

 

(9) 神學與內容概要 

Ia.  救贖神學(上): 查經課 1-3: 出埃及地: 以色列人生養強盛満了那地 

Ib.  救贖神學(下): 查經課 4-11: 出埃及到西乃 

II. 聖潔神學: 查經課 12-19: 神與以色列立約: 盟約與律法書 

III. 榮耀神學: 查經課 20-22: 神與人同住會幕, 真假敬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