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記查經資料 趙任君, 潘柏滔 2018 

    

 1 

《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四: 出 5:1-23: 與法老交锋:面對法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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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3 

 

內容提要: 
 

五至十一章用了七章経文記載摩西亞倫與法老王交锋, 要求他容許以色列民去曠野守節敬拜

耶和華, 可惜法老心剛硬, 不認識耶和華, 不容以色列民去, 為了使法老認識耶和華, 顯示

祂的大能, 使祂的名傳遍天下, 並要使以色列民知道耶和華將他們從埃及人中分別出來, 與

他們立約, 耶和華降下十災, 每一次都讓埃及人有機會回轉, 可惜埃及並沒有緊握機會. 

 

十災分別為:  

(1) 水変血, (2) 蛙災, (3) 虱災, (4) 蠅災, (5) 畜役災, (6) 瘡災, (7) 雹災, (8) 蝗

災, (9) 黑暗災, (10) 殺長子災  

 

神學精華 

 
I. “我是耶和華”, 自我啟示的神是出埃及記的重要題目. 神不但向摩西啟示, 在這幾章裡

祂也向以色列人, 法老和埃及人, 以致普天下人啟示: 

(1) 6:2-8, 10:2, 11:7向以色列人 

神吩咐摩西告訴以色列人神與他們立約作為他們的神, 救贖他們脫離為奴之地, 把他們分別

出來. 神給他們列祖的應許並不落空. 

(2) 6:28; 7:5; 8;10,22; 9:14-16, 向法老和埃及人宣佈祂名叫耶和華, 天下沒一個神像祂. 

(3) 9:16 耶和華讓埃及存活是要籍著埃及顯示祂的大能, 使祂的名字傳遍天下. 

 

II. 十災是針對當日埃及人所拜的十個神明: 偶像都是虛假, 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在大能

的神手下他們的假神都站立不住, 受到審判. 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如: 

(1) Nilus 河神. (2) Heqet 生育神, (3) Seb 土地神, (4) Khephern 甲蟲神, (5) Apis & 

Hathor 牛神, (6) Sekhmet 災病神, (7) Nut 天神, (8) Serapis 農作物神, (9) Re 太陽

神, (10) Ptah 生命神. 

 

III. 法老心剛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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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記載法老心剛硬, 其中經文有: 法老主動的心剛硬拒絕神, 預言法老的心剛硬, 但是使

人疑慮的是也有經文“神使法老心剛硬”;  神是掌管萬有的, 包括法老的心, 但是衪支配萬

事有一定的目的和旨意, 祂最終目的是要帶給全人類恩典. 

 

出 5:1-23: 面對法老王 

 

鑰節: 5:2 “耶和華是誰, 我不認識耶和華” 回應全書主題: 自我啟示的神.  

 

第五章報導摩西亞倫來回週轉在法老與以色列民眾之間, 最後竟沮喪地回到神面前埋怨, 這

章揭露社會制度的不義, 人性醜惡本貌, 人的無知與神的公義憐憫. 

 

大岡:  

 

v.1-9, 摩西亞倫見法老,  

v.10-14法老執行嚴厲,  

v.15-19以色列民求法老,  

v.20-21 以色列民怪責摩西亞倫,  

v.22-23摩西亞倫怪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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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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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分辨清楚全章中的“你們”,“我們”指的是誰?  

 
見上下文 

 

“你們”: 5:4(3X:摩西亞倫), 5:5（摩西亞倫）, 5:7（督工官長）, 5:8（督工官長）, 

5:9(督工官長）), 5:10(以色列民), 5:11(2X:以色列民), 5:13(以色列民), 5:14(2X:以色

列民), 5:17(2X: 以色列民的官長), 5:18(2X：以色列民的官長), 5:19(以色列民), 

5:21(摩西亞倫) 

 

“我們”: 5:3(4X: 摩西亞倫), 5:8(2X:以色列民)), 5:16(以色列民的官長), 5:17(以色列

民), 5:21(2X:以色列民的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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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 
Q1: 摩西亞倫如何陳述他們的使命?  

 

5:1-3 

摩西亞倫說: 

a. 希伯來(以色列)人的 神遇見了他們 

b. 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守節。  

c. 求法老容他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華他們的神 

d. 免得神用瘟疫、刀兵、攻擊他們 

 

5:1-3 “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

我守節。法老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

以色列人去。他們摩西亞倫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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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a)法老如何回應摩西亞倫的使命? (b)他對耶和華持什麼態度? (c)今天無神論者是不是

也有這種態度? 

 

(a)法老如何回應摩西亞倫的使命?  

 
法老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5:2“法老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容以色

列人去。”  

 

(b)他對耶和華持什麼態度? 

 

法老不單不聽, 還更加重以色列人的工作量和減少供應. 

 

(c)今天無神論者是不是也有這種態度? 

 

今天無神論者也有這種態度. 

 

 

Q3: 法老認為以色列人請假去敬拜神是什麼籍口? (v.8) 

 

法老認為以色列人是懶惰的、所以藉口請假, 呼求容他們去祭祀他們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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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他們素常作磚的數目、你們仍舊向他們要、一點不可減少、因為他們是懶惰的、所以

呼求說、容我們去祭祀我們的 神.” 

 

 

v.10-14, v.15-19 
 

Q1: 畄意在兩段經文中從上而下施行的欺圧和從下而上的反抗與哀求, 敗壞的人類社會當權

者的不公義和魚肉低層當今不變, 相對來說, 神屢次申言祂對受苦人群有什麼心意(4:31)? 

 

在不公義的人類社會, 神屢次申言, 衪會在受苦人群中眷顧衪困苦的子民. 

 

4:31“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 

 

 

v.20-23 
 
Q1: 從 20-21, 22-23兩個環節中你看到敗壞人性的那一面? 

 

埋怨. 

 

 

*Q2: 回憶一周內你曾否遇上挫折而歸罪他人犮埋怨? 討論有無解決埋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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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