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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三。十災，出埃及(7:8-13: 16) 

十災 

第一災「水變血」(7: 14-25) 

十災的第一幕，法老頑固的心，襯托出神彰顯祂臨在的威嚴。這災發生在尼羅河水

中，水是人生活中最需要的物質，埃及人所拜的尼羅河神沒有幫助他們。

第二災「青蛙」(8: 1-15) 

使青蛙「擊打」你的四境(8:2) ，是耶和華神「擊打」埃及人的一個方法，雖然從表

面上看，青蛙災不像第一災的嚴重性，但是給埃及人帶來的混亂，深入生活中的每一

個角落，法老一時似乎心軟，但災禍松緩之後，法老的心仍然剛硬。神在以色列人及

埃及人身上所要行的，是要以色列人更認識祂。 

災難 警告 手杖 法老反應 對付的假神

1 水變血 法老清早在尼羅河

旁(7:15-18)

亞倫手杖(7:19) 法老不肯聽 伊西斯：尼羅河女

神

2 河生蛙 法老當時可能在宮

中(8:2-4)

亞倫手杖(8:6) 若青蛙離開，就答

應(8:8)

赫克：蛙神，生育

之神

第三災「蝨子」(8: 16-19) 

這塵土都變成虱子(8:16-17)， 是指鬆的土壤，意思是比塵土還要多。雖然行法術的

認出這是神蹟，不是出於人，但也沒能識別出是出於耶和華唯一的真神，因而沒有告

訴法老，而法老就繼續著心裡剛硬。 

第四災「蒼蠅」(8: 20-32) 

這災不同的地方，是以色列人所在的歌珊，沒有受到災的殃及。我必分別我百姓所住

的歌珊地。法老試著要談條件，但仍沒有相信神。 

災難 警告 手杖 法老反應 對付的假神

3 土變蝨 沒有警告 亞倫手杖(8:16-17) 拒絕衛士的話

(8:19)

塞特：沙漠之神

4 蠅成群 法老清早在尼羅河

旁(8:20-23)

沒有手杖 建議在埃及獻祭給

耶和華(8:25)

瑞，太陽神和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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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災「畜疫」(9: 1-7) 

這次法老派了人去歌珊觀察以色列人的牲畜，因他不相信神會分別以色列人的牲畜，

以色列人的牲畜連一個都沒有死，他的頑固再一次如同耶和華的預言。 

第六災「瘡」(9: 8-12) 

行法術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神在這時使法老的心剛硬，如同 3:19-20 及 4:21 所

提。我要使（或譯：任憑）他的心剛硬(4:21) 

災難 警告 手杖 法老反應 對付的假神 

5 畜讓疫 法老當時可能在宮

中(9:1-5) 
沒有手杖 拒絕摩西警告 哈托兒、愛神和牛

神 

6 人生瘡 沒有警告 沒有手杖 拒絕摩西警告 疫及健康神 

 

第七災「雹與火」(9: 13-35) 

8:13 - 16 並不是一個緩和的口氣，而是「因為這一次」(9: 14) ， 耶和華神要對法老

和他的臣僕，百姓顯明祂事實唯一的真神。神讓法老繼續存留，存立，是要使自己的

名，傳遍天下( 羅 9:17-18) 。 

  

神在這災難之前，警告了災難的致命性，而不再是警告性的災難了。冰雹必降在他們

身上，他們就必死 (9:19) 

  

法老召摩西亞倫，如同在第二及第四災，認了錯，要求摩西向神求，也同意了讓百姓

離去，但摩西知道法老的心，也神所預知的。 

第八災「蝗蟲」(10: 1-20) 

這災如前災，以及將來的兩個災，是致命的，神再一次的預先警告了法老，甚至臣僕

也要求容以色列人去，但法老卻不讓他們去，還要怪摩西亞倫存惡意。 

  

災臨之後，法老的哀求，甚至提到脫離死亡，似乎是反悔，但蝗蟲被吹走之後，法老

仍硬著心。 

災難 警告 手杖 法老反應 對付的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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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降冰雹 法老清早在宮中

(9:13-19) 
摩西用手杖(9:22-

23) 
若災結束就讓百姓

離去(9:28) 
奴特、天穹神 

8 蝗蟲害 法老當時可能在宮

中(10:3-6) 
摩西用手杖(10:12-

13) 
警告只准男子去

(10:11) 
歐西里斯，豐饒之

神 

 

第九災「黑暗」(10: 21-29) 

這遍地烏黑的災，法老幾乎變心，但他仍不允許牲畜與他們同去，更硬心的恐嚇摩

西，若再一次見法老即將死亡。 

第十災「殺長子」(11:1-10 ， 12: 29-36) 

災的預言(11: 1-10) 

「再使」(11:1，和合本：一樣) 在原意是再一次，或最後一次的災。神告訴摩西這次

法老將毫不保留的將以色列人趕出埃及地。 

  

以色列人離開時，將帶去埃及人的財富，使埃及人明白他們所拜的假神，沒有保守他

們。這些財富並不是盜取得來，而是埃及人，甚至法老，將會急急要以色列人離開，

財富是埃及人拿來把以色列人送走的。 

  

這使頭生長子喪生的災所帶來的哀號，如同冰雹蝗蟲的災，是埃及歷史上所未有，將

來也不會有比這更淒慘的。 

  

雖然這一番的警告及預言，法老無言以對，但神知道法老不會因此而改變。 

第十災(12: 29-36) 

被擄囚在監裡的之人(12:29) ，與磨子後的婢女(11:5) 的出入，只是形容全地的不

同，總之是埃及全地。 

法老的降服，反而催促以色列人盡快離開，並且以前所提的條件都應許，還要摩西為

他祝福。 

  

「沒有發過酵的生面」(12:34) ，是形容以色列人急急的離開埃及，在以後的逾越節

吃無酵餅就是紀念趕緊離開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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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人的財物被拿光(12:36) ，是耶和華另一個對法老，術士，及埃及的神的勝仗。 

災難 警告 手杖 法老反應 對付的假神 

9 大黑暗 沒有警告 摩西用手( 應有

杖)(10:12-13) 
答應百姓去，留下

牲畜(10:24) 
瑞、哈托兒 

10 殺長子 法老可能在宮中

(11:4-8) 
沒有提到 完全答應摩西所提

條件，讓以色列人

離開(12:31~) 

  

  

  

思考 

埃及全地經過了水變血災、蛙災、蝨災、蠅災、畜災、瘡災、冰雹災、蝗蟲災、黑暗

災，目的是要法老放以色列人離開 

    如果你是當時的以色列人，你會有什麽反應？ 

           幸災樂禍？懼怕災害？敬畏神？為埃及禱告？ 

後來聽到，所有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都將必死。 

    如果你是當時的以色列人，你會有什麽反應？ 

 

 

摩西與十災 

法老敷衍讓步 

第二災 請你們懇求耶和華，好叫他使青蛙離開我和我的人民                  8:8 

第四災 你們去...獻祭你們的 神吧...請你們為我祈禱                        8:25,28 

第七災  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華是公義...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惡的    9:27 

第八災 你們去事奉耶和華...我得罪了耶和華...也得罪了你們         10:8,16 

第九災 你們去事奉耶和華吧，你們的孩子也可以與你們同去， 

                    只是要把你們的羊群和牛群留下來                                          10:24 

第十災 夜間，法老…說：起來...出去...去事奉耶和華吧！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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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災的目的 

(1) 知道我是耶和華 我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從他們中間領出來的時候，埃及人

就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7:5) 

耶和華這樣說：「看哪，我要用我手裡的杖擊打河中的水，水

就必變成血；因此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7:17) 

(2) 沒有像耶和華的 法老說：「明天。」摩西回答：「就照著你的話行吧，好叫你

知道沒有神像耶和華我們的 神。(8:10) 

因為這一次我要降下我的一切災禍，打擊你和你的臣僕及人

民，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沒有神像我的。(9:14) 

(3) 全地上的耶和華 那日，我必把我人民居住的地方歌珊分別出來，使那裡沒有蒼

蠅，為要使你知道在全地上只有我是耶和華。(8:22) 

(4) 看見我的大能﹐

全地都是屬耶和

華的 

然而我使你存留，是為了使你看見我的能力，並且在全地上傳

講我的名。 

摩西回答法老：「我一出城，就必向耶和華伸手禱告，雷聲就

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了，好使你知道大地是屬於耶和華的。 

(9:16,29) 

(5) 知道我是耶和華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到法老那裡去，因為我已經使他的心

和他臣僕的心剛硬，為要在他們中間顯出我這些神蹟； 2 並且

要你把愚弄埃及人的事，和我在他們中間顯出的神蹟，都講給

你的子孫聽；使你們知道我是耶和華。」(10:1,2) 

(6) 分別為聖—

11:3,7 

耶和華使人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同時摩西在埃及地，在法老

臣僕的眼前和人民的眼前都成了偉大的人物。 

但是對於所有的以色列人，無論是人或是牲畜，連狗也不敢向

他們叫吠；為要使你們知道耶和華是把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別

出來的』。 (11:3,7) 

(7) 我是耶和華—

12:12 

因為在那一夜我要走遍埃及地，把埃及地所有頭生的，無論是

人或是牲畜，都要殺掉；我也要審判埃及的一切神祇，我是耶

和華。(12:12) 

(8) 在埃及人眼前蒙

恩—12:36 

耶和華使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就給了他們所要

求的。這樣，他們就奪去了埃及人的財物。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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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誰能像你—

15:11 

耶和華啊，萬神之中有誰像你呢？有誰像你榮耀聖潔，可頌可

畏，施行奇事呢？ (15:11) 

 

思考 

在記載十個災難中，不斷看到神的話：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全地都是屬耶和華的，

我是耶和華 

      我知道了神，我相信神嗎？ 

      我相信神，是我的精神寄托？ 

      我相信神是全能的神？ 

 

 

神與法老的心態 

藐視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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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神使法老的心剛硬 -  4:21, 7:3, 7:17, 9:12, 10:1, 20, 27, 11:10, 14:4, 8, 17 

 

法老又硬著心 -  7:15, 22, 8:15, 19, 32, 9:7, 34, 35, 13:15  

 

顯神的大能 

如果我現在伸手用瘟疫擊打你和你的人民，你就早已從地上消滅了。 然而我使你存

留，是為了使你看見我的能力，並且在全地上傳講我的名。  (9:15-16) 

經上有話對法老說：「我把你興起來，是要藉著你顯出我的大能，並且使我的名傳遍

全地。」 (羅 9:17) 

 

得榮耀 

我要使法老的心剛硬，他就必追趕他們；這樣，我就可以在法老身上和他的全軍身上

得到榮耀，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華。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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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神的榮美 

人的忿怒必使你得稱讚，人的餘怒必成為你的裝飾。 (詩 76:10) 

 

逾越節(12: 1-14) 

「你們要以本月為正月，為一年的第一個月。 3 你們要告訴以色列全體會眾說：本

月初十，他們各人要按著父家取羊羔，一家一隻。 4 如果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

隻羊羔，家長就要和靠近他家的鄰居按著人數共取一隻。你們預備羊羔的時候，要按

著各人的食量計算。 5 你們的羊羔要毫無殘疾，一歲以內的公羊；你們可以從綿羊

或山羊裡取。 

 「正月為一年之首」(12:2) 為紀念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救出奴役之地。 

 用「羊羔」(12:3,4) 並不在意與年幼，而重點於「按著人數和飯量計算」

(12:4) ， 

 及在可能性內選擇最好的(12:5) 。 

 

時間: 每年的正月— 亞筆月(23:15 ， 34: 18) 

亞筆月 10 日: 取羊羔(12:3) 

亞筆月 14 日: 宰羊羔(12:6) ，當夜吃(12:8) 

 

禮儀 

 塗血在門框和門楣上(12:7) 

 吃羊羔的肉，無酵餅，苦菜(12:8 ， 12:10 不可剩下) 

 束裝預備出發，趕緊吃(12:11) 

 

意義 

 「越過」「守為耶和華的節」(12:12-14) 

 羊羔— 代贖的 

第二天，約翰見耶穌迎面而來，就說：「看哪， 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

孽的！ (約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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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既是無酵的麵，就應當把舊酵除淨，好讓你們成為新的麵團；因為我們逾

越節的羊羔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林前 5:7) 

他不必像那些大祭司，天天先為自己的罪獻祭，然後為人民的罪獻祭；因為他

獻上了自己，就把這事一次而永遠的成全了。  (來 7:27) 

 血— 替代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潔淨我們脫離一切罪。 (約一 1:7) 

如果沒有流血，就沒有赦免。 (來 9:22) 

無酵餅和苦菜— 匆忙離開，奴役的痛苦 

逾越節的新開始 

 是一個新的開始，以色列歷史以出埃及作為新的紀元。 

你們是在亞筆月這一日出來的。 (13:4) 

 是離開奴役的捆綁，進入神的應許之地。 

 藉著羊羔血的記號，死亡越過他們，人得以存活，進入一個新的開始。 

『如果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經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

了！』 (林後 5:17) 

 

除酵節(12: 15-20) 

時間: 正月十四日至正月二十一日(12: 18) 

正月十四日: 聖會，除酵 

正月二十一日: 聖會 

禮儀 

除酵，不工作，吃無酵餅 

「你們要吃無酵餅七天；可是第一天就要把酵從你們的家中除去；因為從第一日起直

到第七日，凡吃有酵之物的，那人必從以色列中被除滅。 16 第一日你們要有聖會，

第七日你們也要有聖會；這兩日之內，除了預備各人所要吃的以外，一切工作都不可

作。  (1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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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 

你們要守無酵節，因為就在這一天，我把你們的軍隊從埃及地領出來；所以你們要世

世代代守這一日作為永遠的定例 。 (12:17) 

• 記念「從埃及地領出來」 

• 酵象徵罪，罪必須要除去，罪必須要中止。 

• 除[ַבת  shabath] 中止, 停止, 休息。第七日要安息 (34:21) ,שָׁ

 

 

 

 

亚笔月 Abi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