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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一) 



出埃及记是创世記的延续，一直到利未记、民数
记和申命记才告結束. 圣经头五卷书统称为摩西五
经。摩西是出埃及记的主要执笔人。 

  

神的子民曾在埃及地倍受优待，在主前一四四六
年左右，不认识约瑟的埃及法老王迫害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向摩西显现，要他帶领以
色列人出埃及，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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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百姓的呼求 （出1） 

1. 以色列人的强盛 （70人入—60万男丁出） 

2. 督工的辖制和苦害 

3. 杀害男孩 

 

B. 呼召僕人（出2-4） 
1.神对他器皿的保守 
  a.从世界迫害中保全摩西的性命 （来11:23） 
  b.从世界诱惑中保全摩西的纯正 （来11:24-27） 



2.摩西一生中三个重要阶段  
  a.我能      I am something. 
  b.我不能    I am nothing. 
  c.神能      God is everything. 

3. 燃烧荆棘的启示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C. 十灾 （出5-11） 
1. 击打世界权势，释放神的百姓 （出3:12, 20; 6:6-8) 
2. 分别神的百姓                               (出8:23; 11:7) 
3. 向世人及后代子孙作见证        （出9:14-16; 10:1-2) 
              ----惟有耶和华是真神 

 



灾名 对付的假神 法老的反应 

1 水变血灾 尼罗河神 心里刚硬，不放心上 

2 蛙灾 繁殖，复活之神 求除灾且许离去 , 灾后仍旧硬着心 

3 虱灾 土地之神 心里刚硬 

4 蝇灾 太阳神标志之一 在旷野祭祀你们的神,  灾后硬着心 

5 畜疫灾 生育及牛神 心里刚硬 

6 疮灾 医病的诸神 心里刚硬 

7 雹灾 天空，收成之神 第一次认罪, 灾后仍硬着心 

8 蝗灾 五谷保护神 只许壮年人去,认罪, 灾后硬着心 

9 黑暗灾 太阳神及众天神 妇人孩子可以去，但牛群羊群要留下 

10 杀长子灾 生育繁殖，保护神 催促百姓离去, 后悔，派兵追赶 



D.过红海（出12-15上） 

1. 逾越节 

    羔羊被杀 

    蒙救赎 

 

2. 过红海  

脫離捆綁 

得自由 
 

 

 

 

 

 

 

 

 



过红海  
(出14:13-14） 

不要懼怕，只管站住！看耶和華今
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因為，
你們今天所看見的埃及人必永遠不
再看見了。 耶和華必為你們爭戰；
你們只管靜默，不要作聲。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剛硬，他們就跟著下去。
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軍、車輛、馬兵上得榮
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車輛、馬兵上得榮耀的
時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了。  
(出14:17-18） 

 



 

 

 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贊美: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
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稱謝:  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
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於红海。 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  

 述說奇妙作為:  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
的右手摔碎仇敌。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
烧灭他们像烧碎一样。 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
的深水凝结。 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
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 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
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  

 求告引領往前:  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
颂可畏，施行奇事？ 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
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
居民。 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兢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
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
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於
你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耶和华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頌贊: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E. 供应与保护 (出15下-18) => 百姓经历试验 

1.    玛拉的经历  (水苦有怨言) 

2. 以琳的供给  (泉旁安營) 

3. 天降吗哪与鹌鹑  (为食发怨言) 

4. 击打磐石出水   (无水争闹) 

4. 与亚玛力人争战  (耶和华尼西) 

5. 叶忒罗的建议  (分工) 
 

 





Exodus 12:21 -42   

 於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眾長老來，對他們說：「你們要按著家口取出羊羔，把這逾越節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

膝草，蘸盆裡的血，打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你們誰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門，直到早晨。 因為耶和華要巡行擊

殺埃及人，他看見血在門楣上和左右的門框上，就必越過那門，不容滅命的進你們的房屋，擊殺你們。  

 

 這例，你們要守著，作為你們和你們子孫永遠的定例。  

 日後，你們到了耶和華按著所應許賜給你們的那地，就要守這禮。 你們的兒女問你們說：『行這禮是什麼意思？』 

你們就說：『這是獻給耶和華逾越節的祭。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時候，他擊殺埃及人，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救

了我們各家。』」於是百姓低頭下拜。 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亞倫，以色列人就怎樣行。  

 

 到了半夜，耶和華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就是從坐寶座的法老，直到被擄囚在監裡之人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

牲畜，盡都殺了。 法老和一切臣僕，並埃及眾人，夜間都起來了。在埃及有大哀號，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 夜間，

法老召了摩西、亞倫來，說：「起來！連你們帶以色列人，從我民中出去，依你們所說的，去事奉耶和華吧！ 也

依你們所說的，連羊群牛群帶著走吧！並要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發他們快快出離那地，因為埃及人說：「我們都要死了。」  

 百姓就拿著沒有酵的生麵，把摶麵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頭上。 以色列人照著摩西的話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銀

器，和衣裳。 耶和華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給他們所要的。他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 以色

列人從蘭塞起行，往疏割去；除了婦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約有六十萬。 又有許多閒雜人，並有羊群牛群，和他們

一同上去。 他們用埃及帶出來的生麵烤成無酵餅。這生麵原沒有發起；因為他們被催逼離開埃及，不能耽延，也

沒有為自己預備什麼食物。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正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地出來了。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因耶和華領他們出了埃及地，所以當向耶和華謹守，是以色列眾人世世代代該謹守的。  



一年中的第一個節期,其意義有新開始,迎新: 



Therefore, say to the Israelites:  I am the LORD, and I will bring 
you out from under the yoke of the Egyptians. I will deliver you from 
being slaves to them, and I will redeem you with an outstretched arm 
and with mighty acts of judgment. I will take you as my own people, 
and I will be your God. The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from under the yoke of the Egyptians.  

(NIV, 出 6:6-7)     ==>  Meaning of Four cups of wine during Pesach 
Source: The Velveteen Rabbi’s Haggadah for Pesach 



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了 

Source: Telling the Story – A Passover Haggadah Explained 



救恩的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