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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 

  [1]      Rev. Liu  

第五 課 

出埃及(12: 37-50) 

• 步行的男人約有「六十萬」(民 1:46 ﹐民 26:51)

以色列人從蘭塞起行到疏割去，除了小孩子以外，步行的男人約有六十萬。   (12:37) 

• 是有組織﹐有打仗能力的軍隊 ﹐

就在四百三十年屆滿的那一天，耶和華的全軍都從埃及地出來了。  (12:41) 

• 雖然被奴役 430 年﹐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不是一群沒有神的烏合之眾。

獻頭生的(13: 1-16) 

• 亞筆月是迦南曆的月份，也是耶和華神所吩咐的第一個月。

• 第七日要守節，有聖會是在節中敬拜，及守除酵的規則。

你要吃無酵餅七日，第七日要向耶和華守節。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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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

• 作「記號」是提醒的目的，既然是提醒的記號，也就不一定要佩戴在頭及手上，重

點是紀念耶和華將以色列人救出埃及的恩典。

這要在你的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記念，好使耶和華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因為

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把你從埃及領出來。

這要在你的手上作記號，在你的額上作頭帶1；因為耶和華曾用大能的手把我們從

埃及領出來。

(13:9,16)

貳。以色列人在曠野(13:17-18:27)

出埃及的路線 (13:17-14:4)

法老讓人民離開的時候， 

雖然非利士的路很近， 神卻不領他們從那裡走； 

1 作頭帶，和合本是“作經文”。字義是捆綁、圍繞、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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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神說：「恐怕百姓看見戰爭而後

悔，就回埃及去。」  

所以 神領人民繞道而行，走曠野的路

到紅海去。 （13:17-18） 

 神帶領的道路，即使繞路，是祂的定

意。 

注： 

Philistine = "immigrants"，Philistines 非利

士；Phoenicians 腓尼基。  

可 7:26 這婦人是希臘人，屬敘利腓尼基

族。她求耶穌趕出那鬼離開她的女兒。  

徒 11: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

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

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

講。 

徒 15:3 於是教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基、撒馬利亞，隨處傳說外邦人歸主

的事，叫眾弟兄都甚歡喜。 

徒 21:2 遇見一隻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 

 

摩西帶了約瑟的骸骨同去， 

因為約瑟曾經叫以色列人嚴肅地起誓，說：「 神必定眷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

骨從這裡也一同帶去。」  

 

他們從疏割起程，在曠野邊界的以倘安營。  

耶和華在他們前面行，日間用雲柱領他們的路， 

夜間用火柱光照他們， 

使他們日夜都可以行走。 

日間雲柱，夜間火柱，都不離開眾民的面前。 

         (13:19-22) 
 

 神的帶領與同在，從來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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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割=> 以倘=> 比哈希錄( 密奪和海的中間) 

神的智慧及計劃在道路的安排： 

• 今天在埃及的歷史，仍有詳細的記載非利士人的軍事力量，及佔領區。 

• 神使以色列人繞道，他們沒有因此而鬆懈,仍然武裝進行。 

• 耶和華神不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神，也是曠野的神 

 

思想： 

耶和華告訴摩西...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轉回過來，在比．哈希錄前，密奪和海之間安

營；你們要在巴力．洗分前，對著巴力．洗分，靠近海邊的地方安營。法老必論到以

色列人... 『他們在這地 “走迷”了路，曠野把他們 “困住”了』。 

   我曾經有類似經驗，明明可以直接到達的路，轉來轉去走在曠野中迷了路，像似

走到迷失的困境裏？ 

   我覺得神會遺棄我嗎？ 

   我相信神能夠帶領我離開困境嗎？ 

   我今天在迷失的困惑中嗎？ 

 

法老的追討 (14:5-20) 

 受到災難驚駭的臣僕﹐見到以色列人離去﹐如夢初醒﹐見無人可繼續以色列人原來

的工作﹐就轉了意念。 

有人告訴埃及王說：「以色列人逃走了。」法老和他的臣僕對以色列人的心就改

變了…. 

埃及人追趕他們，法老所有的馬匹、戰車和他的馬兵與軍隊…靠近比．哈希錄，對

著巴力．洗分他們安營的地方追上了他們….. 

以色列人...對摩西說：「難道埃及沒有墳墓，你要把我們帶來死在曠野嗎？ 

摩西...說：「不要懼怕，要站著，觀看耶和華今天為你們施行的拯救...耶和華必為

你們爭戰，你們必須安靜，不要作聲。」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要把你的杖舉起來，向海伸手，把海分開…我在法老身

上，以及他的馬車和馬兵身上得到榮耀的時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 

 （14:5-18） 

耶和華的雲柱及使者轉到以色列人與埃及人中間﹐使兩邊整夜不得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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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懼怕，要「站著」 ，是在戰場上預備，或是朝見神 (19:17 站在山下) 14:13 

 必須安靜，不要作聲，觀看神的作爲。 

在以色列營前行走的 神的使者，轉到他們後面去 ； 雲柱也從他們前面轉過去，

立在他們後面 

雲柱來到埃及營和以色列營中間 ， 

雲柱一邊是黑暗的， 

一邊卻光照著黑夜 ， 

這樣整夜彼此都不能接近 。 （14:19-20）   

 雲柱火柱在之前記載了神的帶領，在這裏，與神的使者保護神的百姓。 

 

耶和華在蘆葦海的拯救 (14:21-31) 

摩西向海伸手，耶和華就用極強的東風，一夜之間使海水退去；他使海變成乾地 

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垣 

埃及人追趕過來，法老所有的馬匹、馬車和馬兵，都跟著以色列人下到海中去... 埃及

人的軍兵大起混亂。又使他們的車輪脫落，行駛困難.... 

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時候，海水流回原處..... 

海水一回流，就淹沒了馬車、馬兵和那些跟著以色列人下海去的法老的全軍，連一個

也沒有餘下。 以色列人卻在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垣 。 (14:21-29) 

 

 摩西照著耶和華神所吩咐的向海伸杖﹐神在蘆葦海中的大能﹐印證了祂的目的 ： 

o 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華  (14:4, 17-18) 

o 敬畏耶和華  (14:31) 

o 又信服耶和華和他的僕人摩西  (14:31) (新譯本) 

這樣，耶和華就在那一天把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手裡拯救了出來；以色列人看見埃及

人都死在海邊。 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顯大能的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

耶和華和他的僕人摩西。 (14: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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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與米利暗之歌 (15: 1-21) 

摩西之歌 (15: 1-18)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了以下這首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為祂高高地被高舉起

來；祂把馬匹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2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 

神，我要讚美他；他是我父的 神，我要尊崇他。 3 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 4 祂把法老的

馬車和軍兵都投在海裡，法老特選的官長都沉在紅海中。 5 波濤淹沒了他們，他們好像石頭墜到深

海。 6 耶和華啊，你的右手滿有榮耀和能力；耶和華啊，你的右手擊碎了仇敵。 7 你以莫大的威榮，

毀滅了那些起來攻擊你的人；你發出烈怒，把他們燒滅像燒禾秸一樣。 8 你鼻孔中的氣一發，海水就

堆聚起來；水流直立像堤壩，深淵凝結於海心。 9 仇敵說：『我要追趕，我要追上，我要均分擄物；

我要在他們身上得到滿足；我要拔出刀來，親手趕絕他們。』 10 你用風一吹，海就把他們淹沒，他們

就像鉛一樣沉在大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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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沒他們。 13 你憑著慈愛，帶領了你買贖的人民；你憑著能力，引導

了他們到你的聖所。 14 萬民聽見，就必戰抖；疼痛恐懼抓住了非利士的居民。 15 那時，以東的族長

驚惶，摩押的英雄被戰兢抓住，所有迦南的居民都膽戰心寒。 16 恐懼戰兢臨到他們身上；因著你大能

的手臂，他們像石頭一樣寂然不動；直到你的人民過去，耶和華啊，直到你買贖的人民過去。 17 你要

把他們領進去，栽種在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在你為自己預備的住處；主啊，就是在你手建

立的聖所上。 18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19 

米利暗之歌(15: 19-21) 

 

因為法老的馬匹、戰車和馬兵進到海中去的時候，耶和華使海水回流到他們身上；以色列人卻在海中

走乾地。 20 亞倫的姊姊女先知米利暗，手裡拿著鼓；所有的婦女都跟著她出來，擊鼓跳舞。 21 米利

暗應和著她們說：「你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為他高高地被高舉起來，他把馬匹和騎馬的投在海

中。」 

 

(1) 主題 

(a) 因祂大大戰勝         (15:1) 

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因為祂高高地被高舉起來； 

祂把馬匹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2) 歌頌所經歷的 

(a) 神将敌人拋在海中                  (15:4-5) 

祂把法老的馬車和軍兵都投在海裡，法老特選的官長都沉在紅海中。

波濤淹沒了他們，他們好像石頭墜到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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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呼風與海水       (15:10) 

你用風一吹，海就把他們淹沒，他們就像鉛一樣沉在大水之中。 

 

(3) 歌頌中的預言 

(a) 漂流期與外族相遇             (15:13-16) 

你憑著慈愛，帶領了你買贖的人民；你憑著能力，引導了他們到你的

聖所。萬民聽見，就必戰抖；疼痛恐懼抓住了非利士的居民。那時，

以東的族長驚惶，摩押的英雄被戰兢抓住，所有迦南的居民都膽戰心

寒。恐懼戰兢臨到他們身上；因著你大能的手臂，他們像石頭一樣寂

然不動；直到你的人民過去，耶和華啊，直到你買贖的人民過去。 

(b) 神與人同在，人敬拜神的地方     (15:17-18) 

你要把他們領進去，栽種在你產業的山上，耶和華啊，就是在你為自己預備

的住處；主啊，就是在你手建立的聖所上。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4) 歌中所認識的神 

(a) 我的力量﹐我的拯救      (15:2)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 神，我要讚美

他；他是我父的 神，我要尊崇他。 

(b) 戰士      (15:3) 

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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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耶和華必作王      (15:18) 

耶和華必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米利暗之歌 (15: 19-21) 

因為法老的馬匹、戰車和馬兵進到海中去的時候，耶和華使海水回流到他們身上；以

色列人卻在海中走乾地。         (15:19) 

• 重複 15:1 他把馬匹和騎馬的投在海中，代表引用整個摩西之歌。 

• 重複 14:22,28-29 詞句：下到海中走乾地… 海水一回流，就淹沒了馬車、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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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倫的姊姊女先知米利暗，手裡拿著鼓；所有的婦女都跟著她出來，擊鼓跳舞。   

(15:20) 

• 擊鼓跳舞，都是讚美。參考詩 150:4 擊鼓跳舞讚美他！ 

 

米利暗應和著她們說：「你們要向耶和華歌唱，因為他高高地被高舉起來，他把馬匹

和騎馬的投在海中。」         (15:21) 

• 米利暗帶領以色列婦女歌唱讚美，如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 (15:1)，代表

引用整個詩歌 (參考耶穌在十架上引用詩 22:1，代表整個詩歌：我的 神！我的 

神！你為甚麼離棄我？)。 

 
 

思考 

耶和華是戰士 (15:3)： 耶和華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奴役，就如同祂救我們離開罪

的捆綁，勝過撒旦攻擊的權勢。神就是我們與罪惡打仗的戰士。 

   我明白人受罪的捆綁，是從撒旦來的惡勢力嗎？ 

   我明白靠自己，無法勝過撒旦的攻擊？ 

   我今天就需要神幫助我勝過撒旦的攻擊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