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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二)



出埃及記

出埃及 立永約 造會幕

1 – 18 章 19 – 24 章 25 – 40 章

神的救贖 聖潔的國度 神的同在



從以色列出埃及的路線，看見神如何救贖人歸向真神：
一、預備摩西為領袖

二、十災擊打一切假神

三、逾越節預表基督釘十字架，判決世界

四、出埃及，脫離世界與世界的王(法老)的轄制

五、過紅海，斷絕世界(埃及)

六、經曠野，顯出罪性

七、過約但河，主觀上與基督同死、同埋、同復活

八、進入迦南美地，經歷爭戰而更新



出 19-24
1.    西乃之约 --- 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2.    颁十诫 (Moral Law)
前四条: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后六条: 爱人如己

3.    生活条例 (Civil Law)
4.    定约书 , 立约



 出19:3-6  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
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
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
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出19:7  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
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



 彼前2：9,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
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启5：9-10,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
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
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
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十誡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1.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2.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
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
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3.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

4. 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
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裡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
與安息日，定為聖日。

5.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10. 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摩西對百姓說：不要懼怕；因為神降臨是要試驗你們，叫你們時常敬畏他，不至犯罪。

 民事條例 對待奴僕的條例;  殺人和傷人的條例;  偷盜與賠償的條例

 宗教行事條例 行邪術, 淫行的必要治死、祭拜別神的必要滅絕、不可苦待孤兒寡婦、頭生的
歸神、要在神面前為聖潔的人、不可與惡人行惡屈枉正直、安息的條例、守三大節期 ….



摩西律法: 希伯来文Torah, 意为“训诫, 引导, 指导”. 
是教导(Teaching), 是一个行为之约. 是要遵守的.

出16:28,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

要到几时呢？
The LORD said to Moses, "How long will you refuse to 

keep my commands and my instructions?

律法的功用:  引导人正确地生活与事奉；叫人知罪。

律法的分类：1.  道德律法; 2.  民事律法; 3.  礼仪律法

加3:24 ，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Exo 24:1-3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 惟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
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
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Exo 24:4-7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
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
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Exo 24:8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Exo 24:9-11  摩西、亚伦、拿答、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 他
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彷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
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Exo 24:12-15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版并我所
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
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著，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珥与你们同
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

 Exo 24:16-18  耶和华的荣耀停於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
四十昼夜。 (參 出40:34-35)



会幕建造的指示 (25-31)
1. 会幕的意义

a.会幕表示神的同在 （25:8)
b.是神传递信息的地方 （25:22)  (不再是西奈山上）
c.是敬拜献祭的地方 （29:42)
d.是对百姓走旷野路的指引 （40:36-37)

约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
有真理。

启21:3,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
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伊甸园-会幕-圣殿-耶稣-教会-新天地



2.会幕建造的根据 (25:9)
“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

样式。”

会幕及器具: 材质,尺寸,结构,颜色,次序

--山上指示的样式 (25:40…）

事奉：按照山上的样式 （教会,小组,家庭）

3.会幕建造的巧匠 （神与人同工）
a.蒙召的工人--比撒列,亚何利亚伯（31）

b.百姓的奉獻 (35)



4.会幕的结构与圣物
a.  外院： (100×50×5 肘)

铜祭坛：以色列百姓献祭的地方

洗濯盆：供祭司洗手、洗脚用

b. 圣所:   (30×10×10 肘)

陈设饼桌：祭司摆放12个饼在桌上，每饼代表一个支派

金灯台： 7盏灯，早晚都要点着

金香坛： 祭司早晚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c. 至圣所：(10×10×10 肘)
幔子： 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

约柜： 法版，亚伦发芽的杖，盛吗哪的金罐在其中

施恩座：遮蔽人的罪，与人相会，与人同在







会幕圣物之预表

圣物 意义 表记

铜祭坛 藉献祭赎罪 基督的救赎, 作多人的赎价 (可10:45)

洗濯盆 到神面前洗净 基督藉着道把教会洗净 (弗5:26)

陈设饼桌 神的供应 基督是生命的粮 (约6:48)

金灯台 神的光照亮一切 基督是世界的光 (约8:12)

金香坛 神子民的祷告 基督为我们代求 (约17:9; 来7:25)

幔子 神与子民分开 基督为我们开辟了新路，直通入幔内
(来10:20)

约柜

施恩座

神遮蔽罪，与人
相会的地方

基督是挽回祭，是神设立的施恩座，
为要叫人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
帮助.  (罗3:25; 来4:16)



約櫃 &

施恩座
出 25:10-22  

 要用皂莢木做一櫃，長二肘半，寬一肘半，高一肘半。 要裡外包上精金，
四圍鑲上金牙邊。 也要鑄四個金環，安在櫃的四腳上；這邊兩環，那邊
兩環。 要用皂莢木做兩根槓，用金包裹。 要把槓穿在櫃旁的環內，以
便抬櫃。 這槓要常在櫃的環內，不可抽出來。

 必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裡。

 要用精金做施恩座，長二肘半，寬一肘半。 要用金子錘出兩個基路伯來，
安在施恩座的兩頭。 這頭做一個基路伯，那頭做一個基路伯，二基路伯
要接連一塊，在施恩座的兩頭。 二基路伯要高張翅膀，遮掩施恩座。基
路伯要臉對臉，朝著施恩座。

 要將施恩座安在櫃的上邊，又將我所要賜給你的法版放在櫃裡。

 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
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金燈臺
出25:31-40  

 要用精金做一個燈臺。燈臺的座和
幹與杯、球、花，都要接連一塊錘
出來。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
這旁三個，那旁三個。

 這旁每枝上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
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個
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
燈臺杈出來的六個枝子都是如此。

 燈臺上有四個杯，形狀像杏花，有
球，有花。

 燈臺每兩個枝子以下有球與枝子接
連一塊。燈臺出的六個枝子都是如
此。球和枝子要接連一塊，都是一
塊精金錘出來的。

 要做燈臺的七個燈盞。祭司要點這
燈，使燈光對照。

 燈臺的蠟剪和蠟花盤也是要精金的。

 做燈臺和這一切的器具要用精金一
他連得。

 要謹慎做這些物件，都要照著在山
上指示你的樣式。



膏油是什麼？

撒母耳依照上帝的吩咐，
立掃羅當國王，所以要用
膏油膏他。

膏油是有特殊用途的，
不能拿來吃！

摩西在西乃山上，與上帝相會四十晝夜，領受上
帝頒布的律法。上帝告訴摩西，要用沒藥、肉桂、
菖蒲和桂皮，再加上橄欖油，調和做成聖膏油。

受膏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因為須先經上帝允許，
才能把聖膏油塗抹在上帝所揀選的人身上。上帝
對摩西說：“這膏油是聖的，你們也要以為聖。
凡調和與此相似的，或將這膏膏在別人身上的，
這人要從民中剪除。”

當一個人被膏時，表示他是神所揀選、所立定，
被神託付，承擔一項職責。既說是神所揀選的，
就表示並不是旁人，也不是受膏者，乃是神自己
的意思。



祭司礼服
大祭司平常供职的圣服：胸牌，以弗得，外袍，内袍，冠冕，腰带。

普通祭司的圣服：内袍，腰带，裹头巾，裤子。



拜金牛犊偶像与代求 (出32-34)

 金牛犊事件 (32:1-30)

 神仆人的代祷 (32:31-32)

 神說不同百姓上去應許地 (33:1-11)

 摩西的領袖典範和求神顯榮耀 (33:12-23)

 摩西再次上山 (33)
 新法版

 神的宣告

 摩西蒙上帕子



金牛犊事件
出 32:4-14 

 亞倫從他們手裡接過來，鑄了一隻牛犢，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們就說：「以色列啊，
這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下去吧，因為你的百姓，
就是你從埃及地領出來的，已經敗壞了。 他們
快快偏離了我所吩咐的道，為自己鑄了一隻牛犢，
向他下拜獻祭，說：「以色列啊，這就是
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 你且由著我，
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

 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啊，你為什麼向你的百姓發烈怒呢？
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 為什麼使埃及人議論
說：「他領他們出去，是要降禍與他們，把他們殺在山中，將他們從地
上除滅。」 求你轉意，不發你的烈怒，後悔，不降禍與你的百姓。 求
你記念你的僕人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著自己起誓說：「我
必使你們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並且我所應許的這全地，必給你們
的後裔，他們要永遠承受為業。」

 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禍降與他的百姓。



会幕(Tabernacle)的立起 (出35-40)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 （出39:42）

 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帳幕就立起來 （出40:1,17）

 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出40:35）

 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
列全家的眼前 （出40:38）

 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第二年)正月十四日黃昏的時候，守逾越節。凡耶和華所吩咐
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樣行了 (民9:5)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雲彩從法櫃的帳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
站往前行，離開西乃的曠野 (民10:11-12)





來11:24-29  

 摩西因著信，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因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他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因為他恆心忍耐，如同看見那
不能看見的主

 他因著信，就守逾越節，行灑血的禮，免得那滅長子的臨近以色列
人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埃及人試著要過去，就被吞滅了



來12:18-28  

 西乃山: 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
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
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

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

 锡安山: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

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
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常
存。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

畏的心事奉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