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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查經聚會之七: 第八至十一章 與法老交鋒:十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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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11章 

 
內容提要 

神學精華 

參考查經聚會之六第七章 

 

十災多少都有的普遍元素: 

 

1. 降災原因: 好叫你容許以色列人去事奉神, 好叫你知道 YHWH耶和華是誰. 

2. YHWH耶和華吩咐摩西亞倫伸杖. 

3. 行法朮者亦如此行. 

4. 法老心硬. 

5. 以色列人與埃及人分別出來. 

 
“神跡與奇事”敘述的結構特徵 

  
神跡與奇事 

 
警告 時間 指令 對以色列人的區分 

1. 血災 (7:14-25) 有 早上 見法老 暗示 (7:24) 

2. 蛙災 (8:1-15) 有 ? 見法老 暗示 (8:3-4,8,11) 

3. 虱災 (8:16-19) 沒有 ? 沒有 ? 

4. 蠅災 (8:20-32) 有 早上 見法老 明示 (8:22-23) 

5. 畜役之災 (9:1-7) 有 ? 見法老 明示 (9:4,6-7) 

6. 瘡災 (9:8-12) 沒有 ? 沒有 暗示 (9:11) 

7. 雹災(9:13-35) 有 早上 見法老 明示 (9:26) 

8. 蝗災 (10:1-20) 有 ? 見法老 暗示 (10:1-2,6) 

9. 黑暗之災(10:21-29) 沒有 ? 沒有 明示 (10:23) 

逾越節 沒有 晚上 逾越節 明示 (11-12) 

出自 Source: NIV Study Bible 2015 

 

其中還有以下的共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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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亞倫伸杖 

4, 5, 6 不用杖 

7, 8, 9 摩西伸杖 

 

十災都是神創造的逆轉.前者遺害人類, 後者為人的好處. 

 

第十災殺長子敍述與第一至九災不同, 也有相同奌: 

 

1. 不同奌: 以色列人準備離開埃及, 收取金銀. 

2. 相同奌: 以色列人與埃及人分別出來.  

 

十災的意義: 

 

1.神對祂所造之物有絕對的掌控權. 

2.這些災禍越來越嚴重，一開始只是不舒服，再來是疾病、危險，最後是死亡. 

3.這是一場宗教比賽，是一場諸神之間的比賽，因為這十災中的每一災，都是在攻擊埃及人

所敬拜的某個神明，所以這些災具有實質的含意. 埃及人所拜的一些神，「赫農」是尼羅河

的守護神，「哈皮」 是尼羅河的精靈，阿西利斯-埃及人相信阿西利斯的血脈就是尼羅河，

赫克-就是青蛙神， 這是象徵復活的神，哈妥爾─就是母牛神，是女神，再來有幾個像公牛

的神，亞皮斯是牛神，米納維斯是牛神，希利歐帕利斯是牛神，再來有個藥神，然後是天空

的女神，生命的女神，再來，色特是保護五穀的神，還有四個太陽神，最後最尊貴的是法老，

他們認為法老是神。所以這十災中的每個災，都是針對埃及的神明，所傳達的訊息很簡單：

就是希伯來奴隸的神遠比你們的神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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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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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章 參考上列表格作握要敘述：“神跡與奇事”敘述的結構特徵 

 
Q1: 試分析蛙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

應, (d) 法老如何應對, (e) 結果如何?   (v.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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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如何發生 

 

8:1-2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

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們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 

 

(b)影響範圍 

 

8:6遮滿了埃及地.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8:7 “行法術的也用他們的邪術照樣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d)法老如何應對 

 

8:8 “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請你們求耶和華使這青蛙離開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

祀耶和華。” 

 

(e)結果如何 

 

8:13-15 “耶和華就照摩西的話行、凡在房裡、院中、田間的青蛙都死了。眾人把青蛙聚攏

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見災禍松緩、就硬著心不肯聽他們、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Q2: 試分析虱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

應, (d) 法老如何應對, (e) 結果如何?   (v.16-19) 

 

(a)如何犮生 

 

8:16-17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對亞倫說、伸出你的杖擊打地上的塵土、使塵土在埃及遍

地變作蝨子。他們就這樣行．亞倫伸杖擊打地上的塵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蝨子、

埃及遍地的塵土、都變成蝨子了。”  

 

(b)影響範圍 

 

8:17遮滿了埃及地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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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19a “行法術的也用邪術要生出蝨子來、卻是不能．於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

了蝨子。行法術的就對法老說、這是 神的手段.” 

 

(d)法老如何應對, 結果如何 

 

8:19b “法老心裡剛硬、不肯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e)結果如何 

 

8:19b “法老心裡剛硬、不肯聽摩西亞倫、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Q3: 試分析蠅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

應, (d) 法老如何應對, (e) 結果如何?  (v. 20-32) 

 

(a)如何發生 

 

8:20-2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清早起來、法老來到水邊、你站在他面前、對他說、耶和華

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蒼蠅到你和你臣僕、

並你百姓的身上、進你的房屋．並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們所住的地、都要滿了成群的蒼蠅. 

當那日我必分別我百姓所住的歌珊地、使那裡沒有成群的蒼蠅、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

華。 我要將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別出來．明天必有這神跡. 耶和華就這樣行、蒼蠅成了大

群、進入法老的宮殿、和他臣僕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這成群的蒼蠅敗壞了。” 

 

(b)影響範圍 

 

8:24 “遮滿了埃及地”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8:24 “耶和華就這樣行、蒼蠅成了大群、進入法老的宮殿、和他臣僕的房屋．埃及遍地、就

因這成群的蒼蠅敗壞了。” 

 

(d)法老如何應對,  

 

8:25-28 “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你們去、在這地祭祀你們的 神吧。摩西說、這樣行

本不相宜、因為我們要把埃及人所厭惡的祭祀耶和華我們的 神．若把埃及人所厭惡的在他

們眼前獻為祭、他們豈不拿石頭打死我們麼. 我們要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著耶和華

我們 神所要吩咐我們的、祭祀他。法老說、我容你們去在曠野祭祀耶和華你們的 神、只

是不要走得很遠．求你們為我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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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結果如何 

 

8:29-32 “摩西說、我要出去求耶和華、使成群的蒼蠅明天離開法老、和法老的臣僕、並法

老的百姓、法老卻不可再行詭詐、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華。於是摩西離開法老去求耶和華。

耶和華就照摩西的話行、叫成群的蒼蠅離開法老、和他的臣僕、並他的百姓、一個也沒有留

下。 這一次法老又硬著心、不容百姓去。”  

 

 
第 9章 

 

Q1: 試分析畜役之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

的反應, (d) 法老如何應對, (e) 結果如何?  (v.1-7) 

 

(a)如何發生 

 

9:1-3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 神這樣說、容我

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肯容他們去、仍舊強留他們耶和華的手加在你田間的牲畜上、

就是在馬、驢、駱駝、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 

 

(b)影響範圍,  

 

9:6 “埃及的牲畜幾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個都沒有死.”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9:6 “埃及的牲畜幾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個都沒有死.” 

 

(d)法老如何應對,  

 

9:7 “法老打發人去看、誰知、以色列人的牲畜連一個都沒有死．法老的心卻是固執、不容

百姓去。” 

 

(e)結果如何? 

 

9:7 “法老打發人去看、誰知、以色列人的牲畜連一個都沒有死．法老的心卻是固執、不容

百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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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試分析瘡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

應, (d)法老如何應對,結果如何?  (v. 8-12)  

 

(a)如何發生,  

 

9:8-10 “耶和華吩咐摩西亞倫說、你們取幾捧爐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揚起來。這灰要

在埃及全地變作塵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摩西亞倫取了爐灰、站在法老

面前．摩西向天揚起來、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 

 

(b)影響範圍,  

 

9:8-9 “要在埃及全地變作塵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9:11 “行法術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為在他們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這瘡。” 

 

(d)法老如何應對, 結果如何? 

 

9:12 “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不聽他們、正如耶和華對摩西所說的。” 

 

 

Q3: 試分析雹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

應, (d) 法老如何應對,(e)結果如何? (v. 13-35) 

 

(a)如何發生,  

 

9:13-2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清早起來、站在法老面前、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的 神、

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因為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災殃臨到你、和你臣僕、並你

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沒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擊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從

地上除滅了。其實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顯我的大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你還向我

的百姓自高、不容他們去麼。到明天約在這時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從埃及開國以

來、沒有這樣的冰雹。現在你要打發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間一切所有的催進來、凡在田間

不收回家的、無論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必死。法老的臣僕中懼怕耶和

華這話的、便叫他的奴僕和牲畜、跑進家來。但那不把耶和華這話放在心上的、就將他的奴

僕和牲畜、留在田裡。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天伸杖、使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

並田間各樣菜蔬上、都有冰雹。摩西向天伸杖、耶和華就打雷下雹、有火閃到地上、耶和華

下雹在埃及地上。那時、雹與火攙雜、甚是利害、自從埃及成國以來、遍地沒有這樣的。” 

 

(b)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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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26  “在埃及遍地、雹擊打了田間所有的人和牲畜、並一切的菜蔬、又打壞田間一切的

樹木。 惟獨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沒有冰雹。”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9:30 “法老和法老的臣僕還是不懼怕耶和華 神。” 

 

(d)法老如何應對 

 

9:27-33 “法老打發人召摩西亞倫來、對他們說、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華是公義的、我

和我的百姓是邪惡的。這雷轟和冰雹已經夠了、請你們求耶和華、我就容你們去、不再留住

你們。 摩西對他說、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華舉手禱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叫你知

道全地都是屬耶和華的。至於你和你的臣僕、我知道你們還是不懼怕耶和華 神。那時、麻

和大麥被雹擊打、因為大麥已經吐穗、麻也開了花。只是小麥和粗麥沒有被擊打、因為還沒

有長成。 摩西離了法老出城、向耶和華舉手禱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澆在地上了.” 

 

(e)結果如何 

 

9:33-35 “摩西離了法老出城、向耶和華舉手禱告、雷和雹就止住、雨也不再澆在地上了.法

老見雨和雹與雷止住、就越發犯罪、他和他的臣僕都硬著心。法老的心剛硬、不容以色列人

去、正如耶和華借著摩西所說的。” 

 

 

第 10章 

 
Q1: 試分析蝗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犮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

應, (d) 法老如何應對, (e) 結果如何? (v.1-20) 

 

(a)如何犮生,  

 

10:1-15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進去見法老、我使他和他臣僕的心剛硬、為要在他們中間顯

我這些神跡. 並要叫你將我向埃及人所作的事、和在他們中間所行的神跡、傳于你兒子和你

孫子的耳中、好叫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摩西亞倫就進去見法老、對他說、耶和華希伯來人

的 神、這樣說、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幾時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我。你若不肯

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蟲進入你的境內. 遮滿地面、甚至看不見地、並且吃那冰雹所

剩的、和田間所長的一切樹木。你的宮殿和你眾臣僕的房屋、並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

蝗蟲占滿了、自從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來、直到今日、沒有見過這樣的災。摩西就

轉身離開法老出去。法老的臣僕對法老說、這人為我們的網羅、要到幾時呢、容這些人去、

事奉耶和華他們的 神吧．埃及已經敗壞了、你還不知道麼。於是摩西亞倫被召回來見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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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對他們說、你們去事奉耶和華你們的 神、但那要去的是誰呢。摩西說、我們要和我們

老的少的、兒子女兒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帶去、因為我們務要向耶和華守節。法老對他

們說、我容你們和你們婦人孩子去的時候、耶和華與你們同在吧．你們要謹慎、因為有禍在

你們眼前、〔或作你們存著惡意〕不可都去、你們這壯年人去事奉耶和華吧、因為這是你們

所求的．於是把他們從法老面前攆出去。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蟲到埃及

地上來、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晝一夜、耶和華

使東風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東風把蝗蟲刮了來。蝗蟲上來、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利

害、以前沒有這樣的、以後也必沒有。因為這蝗蟲遮滿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

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樹上的果子。埃及遍地、無論是樹木、是田間的菜蔬、連一點青的也

沒有留下。” 

 

(b)影響範圍,  

 

10:15 “埃及遍地、無論是樹木、是田間的菜蔬、連一點青的也沒有留下.”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埃及人沒有農作物可吃，因為“埃及遍地、無論是樹木、是田間的菜蔬、連一點青的也沒有

留下.”（10:15） 

 

(d)法老如何應對,  

 

10:16-17 “於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亞倫來、說、我得罪耶和華你們的 神、又得罪了你們。

現在求你、只這一次、饒恕我的罪、求耶和華你們的 神、使我脫離這一次的死亡。” 

  

(e)結果如何?  

 

10:18-20 “摩西就離開法老去求耶和華。耶和華轉了極大的西風、把蝗蟲刮起、吹入紅海、

在埃及的四境連一個也沒有留下。但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不容以色列人去.” 

 

 

Q2: 試分析黑暗之災的來龍去脈: (a)如何發生, (b)影響範圍,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

的反應, (d) 法老如何應對, 結果如何?(v.21-29)  

 

(a)如何發生,  

 

10:21-23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這黑暗似乎摸得著。摩西向天伸

杖、埃及遍地就烏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見、誰也不敢起來離開本處、惟有以色列

人家中都有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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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影響範圍,  

 

埃及地黑暗, 惟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10:22-23） 

 

(c)帶給埃及人的不便和他們的反應,  

 
行在黑暗中， 因為全埃及地黑暗。 

 

(d)法老如何應對, 結果如何? 

 

10:27-29 “但耶和華使法老的心剛硬、不肯容他們去。法老對摩西說、你離開我去吧、你要

小心、不要再見我的面、因為你見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說、你說得好、我必不再見

你的面了。” 

 
第 11章 

 
Q1: (a)耶和華如何警告以色列民殺長子之災的來臨? (b)為什麼耶和華沒有叫摩西亞倫去警

告法老?(參 10:28) 

 

(a)耶和華如何警告以色列民殺長子之災的來臨? 

 

11:1-9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再使一樣的災殃臨到法老和埃及、然後他必容你們離開這地．

他容你們去的時候、總要催逼你們都從這地出去。你要傳于百姓的耳中、叫他們男女各人向

鄰舍要金器銀器。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並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僕、和百姓的

眼中、看為極大。摩西說、耶和華這樣說、約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凡在埃及地、

從坐寶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後的婢女所有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都必死。埃及遍地

必有大哀號、從前沒有這樣的、後來也必沒有。至於以色列中、無論是人是牲畜、連狗也不

敢向他們搖舌、好叫你們知道耶和華是將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出來。你這一切臣僕都要俯

伏來見我、說、求你和跟從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後我要出去．於是摩西氣忿忿地離開法老出

去了。 耶和華對摩西說、法老必不聽你們、使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來。” 

 

(b)為什麼耶和華沒有叫摩西亞倫去警告法老?(參 10:28) 

 

(1)耶和華要使祂的奇事在埃及地多起來、11:9  

(2)法老對摩西說、“不要再見我的面、因為你見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10:28 

 

 

*Q2:  在虱災, 瘡災, 和黑暗之災, 殺長子之災發生之前神都沒有預先警告埃人和法老, 你

以認為沒有預言與有預言將要發生之事怎樣顯出神在埃及地的能力和榮耀? 預言與神跡有何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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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發揮，沒有預言與有預言將要犮生之事都會顯出神在埃及地的能力和榮耀， 前者給人一

個悔改的機會，後者顯出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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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