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埃及記 

[1] Rev. Liu 10/9/2020 

第二課 

一. 以色列人被逼迫(1:1-2:25) 

以色列家譜(1:1-7) 

以色列的眾子，各人帶著家眷和雅各一同來到埃及。他們的名字是： 2 流本、西緬、利未、猶大、 3 以薩

迦、西布倫、便雅憫、 4 但、拿弗他利、迦得、亞設。 5 他們全是雅各所生的，共有七十人；那時約瑟已

經在埃及了。 6 後來，約瑟和他所有的兄弟，以及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7 以色列人生養繁衍眾多，人數增

加，極其強盛，遍滿了那地。 

• 開始的字,是「這些 名字」。

• "以色列"是人名、族名、也是國名。 強調了當初到埃及的 70 個人,包括雅各 12 個

兒子。

新朝代(1:8-14) 

• 神使以色列人在埃

及生養衆多。

那時，有一位不認識約瑟的

新王興起來，統治埃及。 9 

他對自己的人民說：「看

哪，以色列民比我們眾多強

盛。 10 來吧，我們要用巧計

對付他們，恐怕他們增多起

來，一旦發生戰爭，他們就

與我們的仇敵聯合，攻擊我

們，並且離開這地。」 11 於

是，他們指派督工管轄他

們， 

加重他們的重擔苦害他們， 

他們為法老建造兩座貯貨城，就是比東和蘭塞。 12 但是，埃及人越苦害他們，他們就越發增多，越發繁

殖。埃及人就懼怕以色列人。 13 於是，埃及人嚴嚴地使以色列人作苦工。 14 埃及人使他們因作苦工而覺

得命苦，他們要和泥、做磚、作田間各樣的工；這一切苦工，埃及人都嚴嚴地驅使以色列人去作。 1:8-14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你只管叫你的父親和兄弟們住在這地最好的地方，他們可以住在歌

珊地。你如果知道他們中間有能幹的人，可以派他們看管我的牲畜。(創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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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殺嬰 (1:15-22) 

埃及王吩咐兩個希伯來接生婦，一個名叫施弗拉，一個名叫普阿， 16 說：「你們給希伯來婦人接生的時

候，要看著她們臨盆；若是男孩，你們要殺死他；若是女孩，她就可以活著。」 17 但是， 

接生婦卻敬畏 神，不照著埃及王吩咐她們的去作，竟讓男孩活著。 18 於是，埃及王把接生婦叫了來，

對她們說：「你們為甚麼作這事，讓男孩活著呢？」 19 接生婦回答法老：「希伯來婦人與埃及婦人不

同；她們很有活力，接生婦還沒有來到，她們已經生產了。」 20  神恩待接生婦；以色列民增多起來，

而且非常強盛。 21  

接生婦因為敬畏 神， 神就為她們建立家室。 22 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凡是希伯來人（《馬索拉文

本》無「希伯來人」，現參照其他古抄本及古譯本補上）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把他投在河裡；凡是女

孩，就讓她活著。」 

• 收生婆“敬畏神”：她們的信心給她們自己帶來好結果,也給以色列人帶來一個偉

人,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 「希伯來婦人…很有活力」,可能是神的祝福,產婦能很快的生下嬰兒,所以才能生養

眾多。 

• 收生婆的名字被記載,未提法老的名,因為是神眼中看為寶貴的。 

摩西出生在利未人的家中(2:1-10) 

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去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 2 那女人懷孕，生了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個

月。 3 直到她不能把他再藏了，就拿一個蒲草箱來，塗上瀝青和石漆；把孩子放在裡面，把箱子放在河邊

的蘆葦叢中。 4 孩子的姊姊遠遠地站著，要知道孩子究竟怎樣。 5  

那時，法老的女兒下到河邊去洗澡；她的使女們在河邊行走；她看見了在蘆葦中的箱子，就打發自己的使

女去把箱子拿過來。 6 她打開了，就看見那孩子；看哪，孩子哭了，她就憐憫他，說：「這是希伯來人的

一個孩子。」 7 孩子的姊姊對法老的女兒說：「我去從希伯來婦人中給你請一個奶媽來，為你乳養這個孩

子可以嗎？」 8 法老的女兒回答：「你去吧。」 

童女就去把孩子的母親請了來。 9 法老的女兒對她說：「你把這孩子抱去，替我乳養他，我必給你工

錢。」婦人就抱了孩子去乳養他。 10  

孩子長大了，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裡，他就作了法老女兒的兒子。她給孩子起名叫摩西，說：「因

為我把他從水裡拉出來。」 

• 摩西的出生，將繼續應驗神對以色列人的祝福，是以色列人歷史中的一個轉捩點。 

摩西成長在埃及宮室中(2:11-15) 

過了些日子，摩西長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裡去，看見他們的重擔，又看見一個埃及人打他

的一個同胞希伯來人。 12 摩西左右觀望，見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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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那埃及人擊殺了，埋藏在沙土裡。 13 第二天他又出去，看見兩個希伯來人彼此爭鬥著，就對那欺負

人的說：「你為甚麼打你同族的人呢？」 14 那人回答： 

「誰立了你作我們的領袖和審判官呢？難道你想殺我，好像殺那個埃及人一樣嗎？」摩西就懼怕起來，心

裡想：「這事必定給人知道了！」 15  

法老聽見這事，就設法要殺摩西；摩西躲避法老，就往米甸地去居住； 

 摩西對自己同胞的感情：動了怒氣把埃及人殺了。 

 摩西進入拯救同胞的準備時期：逃到米甸。 

 在埃及皇宮成長環境的文化學術，影響他能夠帶領以色列人離開,走過漫長的路

途。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說話行事都有才能。 (徒 7:22) 

摩西在米甸人中(2:16-22) 

• 米甸人是遊牧民族，摩西在他們當中安居下來，取妻生子，與米甸人一起敬拜神。 

• 摩西岳父的名字:  

o 流珥 (神的伴侶,2:18,民 10:29) 

o 葉忒羅 (祂的豐盛,3:1,18:1,2) 

o 何巴 (愛,熱情擁抱,民 10:29,士

4:11) 

• 摩西兒子的名字: 

o 革舜，意思說:「因我在外邦作

了寄居的」 

逼迫尾聲的開始(2:23-25) 

• 神使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後裔生養眾多，而且聽祂子民的禱告，也顧念祂的子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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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 神有祂的時間，有祂的計劃 

神聽見他們的呼聲，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 25  神看顧以色列

人，也關注他們。 (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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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拯救者的呼召﹐差遣﹐及顺服(3:1-7:7) 

神宣告祂的名字 (3:13-22) 

摩西對 神說：「我是誰，竟能到法老那裡去，把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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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2 

 摩西:「我是誰? 」神:「我必與你同在。 」，重點不在人的微小，而在神與人的

同在。 

 「事奉1」：是「敬拜」的意思， 

神宣告祂的名字 (3:13-22) (續) 

他們必問我：『他叫甚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永有者』。」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那自有者派我到你們這裡

來。』」 3:13-14 

• 「我是『自有永有者』」：「我是」就是「我是」， 

就是永遠存在。 ֶאְהֶיה  I AM  

• 「耶和華」：讀音是「雅巍」Yahweh。 

• 後世的猶太人為了避免「妄稱耶和華的名」(出 20:7)，便用「我主」(「亞多乃」)

代替「雅巍」。 

• 教皇利奧十世 Pope Leo X ，1518 年取我「我主 Adonai」(亞多乃)的母音，配合

YHWH 的子音，讀出 Jehovah「耶和華」這個混合字。 

• 語言學家加上母音才有 Yahweh 或 Jahveh(雅巍)這樣的名字。 

 

思想 

神告訴摩西：「我必與你同在」 

      我相信神與我同在？我經歷神與我同在嗎？ 

神的名字，就是永遠存在的「我是」 

      我的生命中，有哪些的「不是」，須要神的憐憫與介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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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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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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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推辭與神的解決方法 

1. 無能 

摩西的推辭 神的解決方法 

3:11 我是誰，竟能到法老那裡去，把以色

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3:12 我必與你同在。 

 

 

2. 無信息 

摩西的推辭 神的解決方法 

3:13 摩西對 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

裡，對他們說：『你們祖宗的 神差遣我

到你們這裡來』，他們必問我：『他叫甚

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甚麼呢？」 

 

3:14 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永有

者』。」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

說：『那自有者派我到你們這裡來。』」 

 

 

3. 無權柄 

摩西的推辭 神的解決方法 

4:1 摩西回答：「看哪，他們必不信我，

也不聽我的話；因為他們必說：『耶和華

並沒有向你顯現。』」 

 

 

4:2 耶和華問摩西：「那在你手裡的是甚

麼？」他說：「是手杖。」 3 耶和華說：

「把它丟在地上... 神曾向你顯現

了。」...又說：「如果他們不信你，也不

聽從頭一個神蹟的話，他們必信隨後來的

神蹟。 9 如果連這兩個神蹟他們也不信，

也不聽你的話，你就從河裡取些水，倒在

旱地上；你從河裡取來的水就必在旱地上

變成血。」 

 

 

4. 無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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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推辭 神的解決方法 

4 :10 因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4:11-12 

「誰造人的口呢？...現在去吧， 

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當說的。」 

(直譯是：誰把口放在人上) 

(直譯是：我要與你的口同在) 

 

 

5. 無雄心 

摩西的推辭 神的解決方法 

4:13 摩西說：「主啊，請你差派你願意差

派的人。」 

 

 

4:14 耶和華向摩西發怒，說：「不是有你

的哥哥利未人亞倫嗎？我知道他是有口才

的；他現在出來要迎接你。他看見了你，

心裡就快樂。 15 你要對他說話，把你要

說的話放在他的口裡；我必與你的口同

在，也與他的口同在；我必指教你們當行

的事。 16 他要替你向人民說話，他要作

你的口，你要作他的 神。 17 這手杖你

要拿在手裡，用來行神蹟。」 

 

 

思想 

摩西用了「拙口笨舌」的藉口。 

    神要我們事奉祂， 

        我是以什麽做我的藉口？ 

神先問摩西：誰把口放在人(的臉)上？ 

    然後說：我要與你的口同在。 

        我還有什麽藉口不事奉神？ 

            我的身體？我的婚姻家庭？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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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怎麽回答摩西的？神現在怎麽回答你？ 

 

神賜摩西的印證 （4:1-9） 

...他說：「是手杖。」 3 耶和華說：「把它丟在地上。」摩西把它一丟在地上，它就變了蛇；摩西就逃

跑，離開了牠。 4 耶和華對摩西說：「伸出你的手來，捉住蛇的尾巴。」摩西就伸出手來，緊握著牠，牠

在摩西的掌中又變回了手杖... 

「現在把你的手放進懷裡。」摩西就把手放進懷裡；等他把手抽出來的時候，手就長滿了痲風...耶和華

說：「把你的手再放進懷裡。」摩西就把手再放進懷裡；等他把手從懷裡抽出來的時候，手就恢復過來，

像身上別處的肉一樣。 ... 

你就從河裡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從河裡取來的水就必在旱地上變成血。」 

• 前兩個是信心的記號,是建立人對摩西的信心 

o 把杖丟在地上變成蛇，用手捉住蛇的尾巴，牠在摩西的掌中又變回了手杖。 

o 把手放進懷裡，手就長滿了痲風。把手再放進懷裡，手就恢復過來。 

• 第三個是證明神的大能的存在 

o 從河裡取水倒在旱地上，就在旱地上變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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