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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五: 第六章 與法老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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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出 6:1-30 

 

內容提要: (見第四課) 

 
五至十一章用了七章経文記載摩西亞倫與法老王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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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第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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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災: 第六至十章 
 

6:1-30架構:  

 

 

 6: v.1-9, 倒行相對架構 v.1相對 v.9 

 

o v.1神  摩西  

 v.2-8中心主題: 耶和華立約 

o v.9摩西  以色列 

 

 6: v.10-30, 前後對稱 v.10-13對稱 v.28-30  

   

o v.10-13 

 v.14-26 中心主題: 以色列民家長族譜只記流便,西緬,利未,重點是利未 

o v.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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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 
 

Q1: 留意這段頭尾二節經文前後對比 v.1 & v.9,顯出神的應許與以色列的不信，在此作者如

何勾劃了整個出埃及過程中以色列與神的關係? 

 

作者勾劃了整個出埃及過程中, 神的權能, 神對不信的以色列人仍然眷頋. 

 

v.1: “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必看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

且把他們趕出他的地。” 

 

v.9: “摩西將這話告訴以色列人、只是他們因苦工愁煩、不肯聽他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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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挑出“我是(說)耶和華”出現的次數? (v.2,3,6,7,8). 為什麼神如此圈點祂立約的名字? 

 

出現的次數有 5次, 圈點祂立約的名字是要強調神的應許, 與以色列的不信, 兩者恰成對比. 

圈點耶和華與列祖立約, 是不會失信的. 

 

 

Q3: 試寫出 v.1-9的倒行相對架構, 中央重奌是什麼? 

 

A: v.1 

 B: v.2 

  C; v.3-7 中心主題: 我是耶和華, 要罰埃及人救以色列人. 

 B’: v.8 

A’: v.9 

 

 

Q4: 耶和華與誰立約? 約的重奌和內容是什麼? 

 

耶和華與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約. 約的重奌和內容是: 要把他們領進去應許之地, 

將那地賜給他們為業.  

 

v.8 “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華。” 

 

 

6:10-30 
 

Q1: v.10-13 對比 v.28-30 講神與摩西的關係, 為什麼摩西看見耶和華多次多方的顯現與神

跡, 仍沒有信心帶領以色列民? 這是與以色列民的不信有什麼關係? 對今日教會領袖與會眾

有什麼啟示? 

 

摩西看見耶和華多次多方的顯現與神跡, 仍沒有信心帶領以色列民, 極可能與以色列民的不

信有關係.  

摩西沒有忘記以前以色列民不信他, 他雖然願意拯救他們, 仍然被趕出埃及(參出 3:11-15). 

神要考驗摩西對祂的信心, 以神跡向他多次多方的顯現,(參出 4), 摩西雖以拙口笨舌為理由

推搪神, 神卻揀迭亞倫作他的代言人(出 7:1-7).使他們有能力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  

 

今日教會領袖需要學習如何認清楚神的差遣, 會眾需要學習如何順服神差遣的僕人的領導. 

  

Q2: 為什麼只記載三個以色列族長族譜? 為什麼圈點利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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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便西緬是長子和次子, 只簡述, 卻強調三子利未, 摩西亞倫的祖宗.因為他們是神揀選的僕

人. 

 

 

Q3: 比較這族譜 (v.14-15)與創 15:13-16的四代有何分別? 

 

創 15:13-16簡述亞伯拉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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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6:14-15注重摩西亞倫祖宗利未, 特別注重亞倫是摩西的代言人和開始大祭司的傳

統. 

 

 

Q4: 利未三子革順, 哥轄和米拉利為什麼只詳述米拉利? 族譜中有歲數的是何人(利未 137, 

哥轄 133, 暗蘭(哥轄兒子) 137)? 為什麼? 摩西亞倫是誰的兒子, 他們有何關係?  

 

米拉利是摩西亞倫的祖宗. 

 

族譜中有歲數的是利未 137, 哥轄 133, 暗蘭(哥轄兒子) 137. 

 

有歲數是因為摩西亞倫是暗蘭的兒子, 摩西亞倫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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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