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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 Rev. Liu  

第一課 

前言 

 神記念祂的應許

o 神對亞伯拉罕的 5 次祝福

o 脫離奴役-400 年的應許

o 神記念祂的約

 從歷史與聖經整體角度看出埃及

o 從歷史角度看出埃及

o 從聖經整體的角度看出埃及

 全書思想 : 救贖、事奉、敬拜

書名

出埃及記大綱

神對亞伯拉罕的 5 次祝福 

以色列人生養繁衍眾多，人數增加，極其強盛，遍滿了那地。 (出 1:7)1 

後裔蒙福：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是對整個民族的計劃,不單是一個人的歷史。 

成爲大國 

我必使你成為大國，賜福給你，使你的名為大，你也必使別人得福。 (創 12:2)

後裔如塵沙

我要使你的後裔好像地上灰塵那麼多；若能數算地上的灰塵，才能數算你的後裔。 

(創 13:16) 

後裔如眾星 

於是領他到外面去，說：「你向天觀看，數點眾星，看你能不能把它們數得清

楚。」又對他說：「你的後裔將要這樣眾多。」 (創 15:5)  

立約作後裔的神,後裔極其繁多 

2 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6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 國度從你而

立,君王從你而出。(創 17:2,6)  

1 本課程所用的經文全為新譯版，除非另外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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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孫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我必定賜福給你，必使你的後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你的後裔必佔領仇

敵的城門。(創 22:17) 

脫離奴役-400 年的應許 

脫離埃及的奴役 

耶和華說：「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

呼聲，我也聽見了；他們的痛苦，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下來，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脫離那地，到美好寬闊之地，到流奶與

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的地方 (出

3:7-8) 

400 年的應許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確實地知道，你的後裔必在外地寄居，也必服事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苦待他們四百年。。  

到了第四代，他們必回到這裡，因為亞摩利人的罪孽還沒有滿盈。」   (創 15:13,16) 

神記念祂的約 

記念我的約 

而且我也聽見了以色列人因埃及人所加的奴役而發的哀聲，就記念我的約。 所以，你要

對以色列人說： 

『我是耶和華， 

我要把你們從埃及人的重擔底下救出來；我要拯救你們脫離他們的奴役；我

要用伸出來的膀臂，並藉著嚴厲的刑罰來救贖你們。  

我要以你們作我的人民，我也要作你們的 神； 

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 神，是把你們從埃及人的重擔底下救出來

的。 (出 6:5-7) 

永遠的約 

我要與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成為永遠的約， 

使我作你和你的後裔的 神。 

我要把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作永遠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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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要作他們的 神。  (創 17:7-8) 

思想 

  我知道神對我應許過些什麽嗎？  

  我相信這應許嗎？[約一 2: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從歷史角度看出埃及 

1. 迦南的饑荒： 

a. 神沒有降嗎哪，解除迦南饑荒。  

以色列的眾子也在前來買糧的人群中，因為迦南地也有饑荒。當時治理埃及地

的官長是約瑟，賣糧給那地所有的人民的就是他。 (創 42:5-6) 

2. 深入的意義 

a. 給迦南人 400 年悔改的機會。 

b. 摩西所受的教育 

摩西學盡了埃及人的一切學問，說話行

事都有能力。  (徒 7:22) 

c. 在異邦埃及，雅各的後裔沒被同化，但

被感染，如金牛。 

d. 定西乃之約，人不再拜偶像：除我以

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為自己做偶

像。 

從聖經整體的角度看出埃及 

1. 神紀念所立的約 

以色列人的哀聲： 

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歎息哀求，他們的哀

聲達於 神。 神聽見他們的哀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

  (出 2:23-24) 

神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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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遠記念他的約，他記念他所吩咐的話，直到千代，就是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向以撒所起的誓。 (詩 105:8-9) 

2. 拯救脫離埃及奴役的目的 

聽從遵守：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們都看見了；也看見了我怎樣像鷹一樣把你們背在翅膀上，

帶領你們到我這裡來。 現在你們若是實在聽我的話，遵守我的約，你們就必在萬

民中作屬我的產業，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19:4,5) 

神的國度和國民2： 

你們要歸我作君尊的祭司和聖潔的國民。 (19:6) 

3. 律例典章 

a. 西乃啟示的意義:「指示以色列」 

他把自己的話向雅各頒布，把自己的律例和典章向以色列頒布。 他從沒有這樣對

待其他各國； ( 詩 147:19-20) 

b. 聖言交給猶太人：神的聖言已經託付了他們。 (羅 3:2) 

上帝把他的信息交託給猶太人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4. 會幕的意義：神同在 

他們要為我建造聖所，使我可以在他們中間居住。 (出 25:8) 

 

思考： 

    神爲什麽把你帶到離鄉背井的這裏？ 

        爲了生活？爲了教育？ 

        還是爲了讓你認識神？ 

                      耶和華作了你的神，你成了祂的兒女？ 

    認識了神之後，目的呢？ 

 

                                                      
2 產業  a special treasure (和合本：子民)，君尊的祭司 a kingdom of priests (和合本：祭司的國度)，聖潔的國民 a holy nation。像祭司

的功能一樣，把眾國家帶到神的面前，活出聖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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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思想 : 救贖、事奉、敬拜 

a. 救贖的目的是服事 

神回答：「我必與你同在；你把人民從埃及領出來的時候，你們要在這山上事奉 

神；這就是我派你去的憑據。」 (3:12) 

我曾對你說，要讓我的兒子離開這裡，好叫他事奉我。 (4:23) 

何況基督的血呢？他藉著永遠的靈，把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 神，他的血不是更能

潔淨我們的良心脫離致死的行為，使我們可以事奉永活的 神嗎？ (來 9:14) 

事奉 (3:12, 4:23)  ַדָבע ʻ  âbad, aw-bad'; 舊約中多被翻譯為事奉或服事，也被翻譯

為拜或敬拜，例： 

願一切事奉雕刻的偶像、靠虛無之神自誇的，都蒙羞愧。萬神哪，你

們都當拜他。 (詩 97:7) 

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 (賽 19:23) 

b. 事奉的內涵 

祭祀：日後以會幕為中心 

『耶和華希伯來人的 神遇見了我們。現在求你讓我們走三天的路程到曠野去，好

獻祭給耶和華我們的 神。』 (出 3:18) 

守節： 

後來，摩西和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這樣說：讓我的人民離開這

裡，叫他們可以在曠野向我守節。」 法老回答：「耶和華是誰，我要聽他的話，

讓以色列人離開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讓以色列人離開。」 他們說：「希伯

來人的 神遇見了我們；求你讓我們走三天的路程到曠野去，獻祭給耶和華我們的 

神，免得他用瘟疫或刀劍擊殺我們。」 (5:1-3)  

事奉、守節 

法老的臣僕對法老說：「...讓這些人離開吧，使他們可以事奉耶和華他們的 神... 

摩西和亞倫被召回來到法老那裡。法老對他們說：「你們去事奉耶和華你們的 神

吧... 

摩西回答：...因為我們必須向耶和華守節 

法老對他們說：「...去事奉耶和華，因為這原是你們要求的。」 (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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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敬拜是一種事奉，也是極終的目的 

(1）敬拜、事奉 

所有的天使...眾長老和四個活物...面伏在地上敬拜 神   啟 7:11 

他們可以在 神的寶座前，並且日夜在他的聖所裡事奉他。  啟 7:15 

(2) 祭祀守節的目的，是與神相交。 

我要在那裡與你們相會，和你們說話。 

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會，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   (出 29:38-43) 

 

思想 

    看到了，離開埃及的奴役，是要事奉敬拜神。 

  我信主，得到神的救贖，離開罪的捆綁， 

      與“以色列人得到救贖，離開埃及的奴役”，相似嗎？ 

      我離開罪的捆綁，我也敬拜神嗎？事奉神嗎？ 

 

書名 

(1) 來自第一節的"這些名字”שמות  shmot  

(2) “出埃及”  

 從 19 :1 "... 從埃及地出來以後” ﹐ 

 希臘文名來自此,是 out of the way ,是"離開(埃及) 的路" ,是離開異邦的意思。 

出埃及記大綱 

1. 在埃及 

a. 寄居埃及  1 - 11 章 

b. 離開埃及  12 - 18 章 

2. 在西乃 

a. 立約  19 - 24 章 

b. 會幕  25 - 40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