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記查經資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8 

    

 1 

《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二：神揀選摩西: 先知的出生, 摩西的出身 2:1-25  

 組長版 

 
敬拜時間: 15-20 min. 

詩歌: 3-4 首  

禱告:  為小組聚會 

 

背景(主題綱領)簡介: (組長分享): 15-20 min 

讀經：默讀/速讀/輪流讀: 出埃及記 2:1-25 

 

內容提要: 

 
這課可以神的供養眷顧和人的努力為主題: 承載嬰孩摩西的“箱子”與挪亞“方舟”同詞, 

含救贖的意義. 

 

這章從整個希伯來人的命運聚焦在一個利未人摩西身上. 記載摩西性命如何被保存, 如何被

帶進埃及王宮, 如何意識到自己希伯來人的身份, 以致逃難往米甸, 成就將來領導以色列民

走曠野路的訓練期. 徒 7:20-44把摩西生平分為三個四十年(1)王宮(2)米甸(3)曠野. 其中

(1)(2)在這章裡出現.  

 

神學精義: 

 
(1) 承載嬰孩摩西的“箱子”與挪亞“方舟”同詞, 含救贖的意義. 

(2) 神的眷顧(God’s providence), 配合人的合作(Man’s effort)並非偶然, 從(a)河邊事

件(b)被逼逃離埃及(c)在米甸寄居, 可以看到是衪叫萬事互相効力, 要愛神的人(摩西)得益

處. 

(3) “神紀念….與列祖…所立的約”(v.23-25), 救贖歷史的開啟來自神的愛與憐憫. 由神

作主動. 在希伯來人的思想中“紀念”等同行動: 神應許, 神紀念, 神施救. 2:24“神紀念”

成為以色列歷史中的典範, 每當以色列在黑暗的日子裡, 他們就呼籲“神紀念”盟約的應許. 

 

經文討論: 

 

分組時間: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別討論 1, 2或 3, 4, 5, 或 6, 7,8, 9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經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帶*的題目可以讓大家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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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1-10水中拉出來的孩子(“摩西”之名的意義 Moseh). 

 

Q1. 請從這一段故事中找到神的眷顧與人的努力. 

 

要點: 神的眷顧 God’s providence: 公主來到河邊, 发現箱子, 有可憐心, 收為兒子, 得在

宮廷教育. 人的努力 Man’s effort: 父母將摩西藏在箱子設法存畄生命, 姐妹看守, 公主願

意收留讓母親作奶母. 

 

Q2: (a)箱子提醒我們創世記那一艘船? (b)摩西名字意思? (c)二者有何神學意義? 

 (a)(b) 水中拉出來的孩子(“摩西”之名的意義 Moseh, 承載嬰孩摩西的“箱子”與挪亞

“方舟”同詞, (c)含救贖的意義. 

 
II. v. 11-15 身在埃及的希伯來民族意識抬頭. 

 

Q3: (a)為什麼摩西干涉二㘯打鬥? (b)有什麼後患? (參徒 7:25-29); (c)以色列民在埃及地

帶來什麼恐慌? (d)埃及如何對付這問題? (參出 1:1-11); (e)出 2:14“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

和審判宮呢?”, 這些話後來有沒有應驗? 

 

(a)為什麼摩西干涉二场打鬥? 

他要弟兄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們. 徒 7:25他以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們． 

 

(b)有什麼後患?  

弟兄不明白: 法老聽見這事就追殺摩西, 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 

 

徒 7:27-28 在第二埸打鬥中那欺負鄰舍的以色列人、把摩西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

和審判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  

 

出 2:15法老聽見這事、就想殺摩西、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 

 

(c)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帶來什麼恐慌?  

為他們在埃及地生養眾多，極其強盛，比埃及人更多，不認識約瑟，新埃及王怕以色列民連

合仇敵 攻擊埃及然後離開。 

出 1:7-10以色列人生養眾多並且繁茂、極其強盛、滿了那地。有不認識約瑟的新王起來、治

理埃及。對他的百姓說、看哪、這以色列民比我們還多、又比我們強盛．來吧我們不如用巧

計待他們、恐怕他們多起來、日後若遇甚麼爭戰的事、就連合我們的仇敵攻擊我們、離開這

地去了 

 

(d)埃及人如何對付這問題? 

埃及人派管工轄制以色列人, 加重擔陷害他們, 要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積貨城、就是比

東、和蘭塞。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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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出 2:14“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宮呢?”, 這些話後來有沒有應驗? 

這些話後來有應驗, 因為他要成為以色列人首領和審判官, 帶領他們出埃及, 替神頒布律法, 

和執行審判. 

 

徒 7:20-29 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他被丟棄的時候、

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7:23 他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裡、見他們一個人受冤

屈、就護庇他、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

搭救他們．他們卻不明白。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

是弟兄、為甚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

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 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

裡生了兩個兒子. 

 

 

Q4: 法老想殺摩西是否意味著摩西身份被透露?  是. 

 

Q5: 你如何衡量神計畫中的時間性? 徒 7:20-29如何評估在埃及的頭 40年? 

神計畫摩西一生三段時期, 每段 40年: (1)王宮期,(2)米甸期,(3)曠野期.  徒 7:20-29評估

在埃及的頭 40年如下: 

 

(a) 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 

(b) 他被丟棄的時候、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c) 四十歲時血氣方剛但對同胞受苦有同理心, 要籍著己力為他們秉行公義, 殺了害人的兇

手, 卻被同胞誤會和誣告. 

(d) 怕法老殺他而逃到曠野的米甸. 

 

徒 7:20-29 那時、摩西生下來、俊美非凡、在他父親家裡撫養了三個月。他被丟棄的時候、

法老的女兒拾了去、養為自己的兒子。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7:23 他將到四十歲、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裡、見他們一個人受冤

屈、就護庇他、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為弟兄必明白 神是借他的手

搭救他們．他們卻不明白。第二天、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就勸他們和睦、說、你們二位

是弟兄、為甚麼彼此欺負呢。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

官呢．難道你要殺我、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 摩西聽見這話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

裡生了兩個兒子. 

 

 

III. v. 16-22 逃難寄居米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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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a)米甸祭司是何許人也? (b)他對摩西是禍是福? (c)摩西娶外邦女子是否異常?  

 

(a)米甸祭司是何許人也?  

(b)他對摩西是禍是福? 

 

流洱(Reuel)又名葉忒羅(Jethro可能是以掃的兒子)是米甸祭司, 曾認同以色列信仰敬拜耶和

華(出 18:18-5, 9-12), 其後回本族去(出 18:27), 曽獻計摩西如何管理百姓事務立千夫長, 

百夫長，五十, 十夫長, 等等(出 18:13-27). 

 

(c)摩西娶外邦女子是否異常? 

米甸(Midian)是亞伯拉罕妾基土拉(Keturah, 創 25:1-2)的後代, 是遊牧民族, 無定居, 大概

住亞拉伯沙漠西北. 西坡拉之兄何巴, 曾助摩西引路領以色列民(民 10:29), 從何烈山起行至

加低斯巴尼亞.(申 1:19, 民 10). 米甸人基本上拜巴力, 在巴蘭授意(叮呤引導)誘惑以色列

人行淫拜偶像(民 25:1-18, 31:1-20什亭事件).   

 

摩西娶西坡拉為妻之爭論(參民 12:1-15).  

 

Q7.牧羊人摩西在米甸曠野有沒有與神建立關係的機會? 曠野的日子對他有何意義?  

摩西在米甸曠野的日子是他安靜思考, 建立自己家庭的時間, 神向他顯現自己, 摩西是蒙恩

被揀選, 出埃及記處處顯出神的主权. 他蒙召的時間線不大清楚, 是在 40年寄居初期, 中期

或是末期. 他是否蒙召後有些日子裝備自己?(2:23“過了多年”似乎不是早期). 一奌可以清

楚的，是在沙漠曠野牧羊之 40年, 培育摩西如何適應曠野生活, 如何在無水之地生存, 有助

於以後領以色列人曠野漂流.  

 

Q8. 留意 v.24-25有關神的動詞? 我們可從中如何認識神? 神如何插足在人類歷史中? 

2:24-25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紀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神看顧以色列人、

也知道他們的苦情。  

 

神差派僕人拯救受苦百姓. 

 

Q9. 神如何重視盟約? 神如何對約民顯信實? (參出 6:5), 對你有何意義? 

神聽約民的哀禱，執行祂的盟約. 神一定眷顧我們, 因為我們是神新約的約民. 

 

出 6:5 神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神也紀念神的約。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體性總結) 

 

分組禱告:  15 min為查經應用, 組員需要等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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