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课 ： 出埃及记 

大纲 / 性质 / 背景 

  

我们现在来讨论第八课，是《出埃及记》。我们还是从《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大纲，它的

性质，跟它的背景，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讲授大纲 

(一) 出埃及记大纲 

(二) 本书性质 

(三) 历史背景 

我们记得《创世记》是起源之书；《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讲到上帝的救赎。神透过这

一卷《出埃及记》，是要讲到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讲过的话他就要行动。因此在《出埃

及记》一开始，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它跟《创世记》的五十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连贯。我们

读《创世记》的时候，讲到雅各把他的儿子们带下埃及，住在埃及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

呢神的目的不是要他们住在埃及，乃是要让他们住在迦南。 所以神在适当的时候就像《创

世记》十五章说：400 年之后，或者是 430 年之后，神就把他的百姓带离开埃及。我们先翻

到一个经文，可以做一个神学连贯，请你看一下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这个段落呢

也是把亚伯拉罕之约提出来做一个连贯，基本上就是跟《创世记》做一个思想的连贯了。

二十三节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作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

神。第二十四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记念什么呢？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立的约。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的所有行动，可以说是根据二章二十四节神记念与三位

族长之约这个经文而来的。神因为记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就出现了一

连串的行动。所以这节经文是《出埃及记》的内容跟《创世记》的内容相连贯的一个关键

经文。 

  

内容重点 

(一 ) 出埃及记大纲 

            以色列人在埃及 出一至十一章 

            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十二至十八章 

            订立西奈之约 出十九至二十四章 

            会幕的建造 出二十五至三十一，三十五至四十章 

            更新西奈之约 出三十二至三十四章 

讲到《出埃及记》的大纲，我们把它分成几部分。一到十一章这是第一段，讲到以色列人

在埃及。你翻开第一章的时候，神吩咐雅各，把他的家眷带下埃及，一到十一章讲到以色

列人在埃及。 

十二到十八章呢讲到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在这个出埃及里面，当然就经过十灾啦、红海啦

等等的事情。 

第三段是十九到二十四章，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我们在《创世记》里看到族长之约，亚

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出埃及记》里面呢就看到民族之约，这民族之约就是在十九到

二十章的所谓西奈之约了。 



《出埃及记》的二十五到三十一章，还有三十五到四十章讲到会幕的建造。读《出埃及记》

时很困难、很难看下去的大概就是这个部分了，看到这个会幕的建造。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二十五到三十一章，是神指示摩西有关会幕的尺寸，所以我应该给他一个标题说：会幕的

指示，或者是建造会幕的指示。而三十五到四十章呢，你翻开作一个对照，就会发觉三十

五到四十章应该就是真正在建造会幕的过程。二十五到三十一是建造会幕的指示，三十五

到四十是建造会幕的过程。当然建造会幕要根据指示来建造。原则上你可以尝试一下，把

这两个部分的经文对照来看。平行对照你就发觉，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出入。所以你看圣经

的时候，不一定需要重复看这两段，把这两段合并起来当一段看，你就发觉容易多了，而

且很快就看完了。我曾经也作过尝试，做一个排列，不过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了。 

最后一段《出埃及记》的大纲段落就是三十二到三十四章，你看这个大纲经文排列，我是

把这一段抽出来的。这一段三十二到三十四，是更新西奈之约。你可以做一个对照，十九

到二十四章是订约，订立西奈之约；三十二到三十四章是更新这个约。 

  

1. 埃及（一至十二章；十三至十八章）：寄居、奴役、释放、漂流 

若是我们这个大纲浓缩起来的话，一到十一章以色列人在埃及，十二到十八章出埃及，十

九到二十四章立了约，三十二到三十四章更新约，二十五到三十一章会幕的指示，三十五

到四十章会幕的建造。所以这本书，《出埃及记》就讲三件大事情：在埃及、立约、会幕。

第一件大事，埃及，在埃及这个环境当中，讲到寄居、讲到做奴隶、讲到释放、讲到漂流。

所以在埃及，就是第一章一直到十八章。 

  

2. 立约（十九至二十四章）：建立新关系、授与新道德责任 

第二个大事情，就是立约。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还有包括到后来的三十二到三十四章。这

个立约讲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说《创世记》的时候是族长之约，现在呢，已经不是

一个家族的问题了，现在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了。我们记得雅各布带着七十个人下埃及，当

他们在埃及住，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 200 万人左右，所以整个大民族，再不是亚伯拉罕之

约，乃是西奈之约。所以十九到二十四章，是建立新的关系。还有呢因为建立新的关系，

有这个新的民族，神就透过律法的启示，给他们新的道德责任。所以十九到二十四章是新

的道德责任。 

  

3. 会幕（二十五至四十章）：同在的表记、敬拜的中心 

第三个大事情，就是会幕。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二十五到三十一章是指示，三十五到四十

是建造。 

《出埃及记》大概就是这三大部分，在埃及的事情，还有立约的事情，还有会幕的事情。

应该说是蛮简单的，蛮单纯的。只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内容比较陌生，所以就觉得有点困难。 

  

(二 ) 本书性质 

看完大纲，我们来看《出埃及记》这本书的性质，它是一本怎么样的书？我们说《创世记》

是起源之书，《出埃及记》则是救赎之书，出埃及记的性质就是救赎。 

                                                                                                           

1. 记载神兑现祂给亚伯拉罕的第二层应许──后裔蒙福 



(1) 后裔成大国（创十二 2； 出一 7 －14）  

在《出埃及记》里面，故事的发展就是神要兑现他给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应许，他的后裔要

蒙福。后裔要怎么蒙福呢？你看《创世记》十二章里记载，这个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大

国是蒙福的先决条件。如果只剩下一个以撒，只剩下一个人，一小群，小民族，或者是雅

各一家，不是一个大国的话，这不是福气的象征。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繁衍成一大民族，

这是第一个蒙福的现象。 

  

(2) 脱离埃及的奴役（创十五 13－14； 出二 23－25，三 7 － 11 ）  

第二个蒙福，是脱离奴隶处境。寄居在埃及的这一大族群以色列百姓，后来在历史发展里

面，变成埃及的奴仆，奴隶，被苦害，做苦工。神按着他给亚伯拉罕在《创世记》十五章

的应许，差遣摩西领他们离开这个奴役他们的国家，要回到迦南地去，成为神的百姓。所

以要脱离埃及的奴役，这是蒙福的一个现象，一个经历。 

  

(3) 作后裔的神直到永远（创十七 8；出三 13－ 16）  

第三个蒙福呢也是以《创世记》十七章为基础的，说神要做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神，神

要作他们的神。我们曾经提到，神跟以色列百姓建立的这个关系，就构成以实玛利和以撒

的后裔不一样的地方。《创世记》十七章第八节说：我要作你后裔的神，而且永远作他们

的神。这些经文，陆陆续续在《出埃及记》里面兑现。 

  

我们做一个对照，譬如说： 

《创世记》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 

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第一章怎么描述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 

请看第一章第七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看第四节，到

埃及时只有七十个人，七十个人慢慢繁衍成为第七节：遍满全地。而且呢看一下第九节，

这些百姓很多，所以埃及人害怕，你看这些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十二节，

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非常多，多到一个地步，埃及人觉得好像没

有办法制止他们的滋生孕育，就要把他们的婴孩都杀死。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成

为大国，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就看到这个对应，的确让他们在埃及成为大国。可是成为大国

的结果就是：埃及人很害怕，所以就奴役他们，叫他们做苦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就讲到他们做苦工。在《创世记》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神就说：虽然他们做苦工，可是第

四代之后，或者四百年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埃及的。这个对应非常特别。《创世记》十五

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亞伯蘭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又要服事那地

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十四、十五节说：后来这些人，这些以色列百姓，要

回到列祖之地，就是迦南地了。这《创世记》十五章的预言，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

第十二章作了一个对应。第二章一直到十一章讲到摩西预备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请翻

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 430 年，正满了 430 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讲到后裔成为大国，兑现了，在《出埃及记》第一章。 

  

第二，讲到脱离埃及的奴役，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兑现了。 



第三，《创世记》的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些后裔，我要跟他立约，我要成为他们永

远的神。这应许，在《出埃及记》里重新颁布，重新宣布，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重申

这个应许，你可以对照《出埃及记》第三章，就看到这个应许的延续。你看看第三章的十

五节，「15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

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16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

是我的记念，直到万代。’”」在这个第三章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一个神

学跟历史的连贯，历史的连贯就是族长的时代连贯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年代；神学的连贯

就是，我本来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现在呢，我要作你们的神。我们翻到《出埃

及记》第六章第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我曾经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那个地方，我现在就要把你们带进去。 

出埃及记六章第七节这个作百姓永远的神呢，就是跟《创世记》十七章「神说：亚伯拉罕，

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们要遵守这个割礼，我的约永远立在这个割礼的记号上」相连。

我们就看到这个连贯了，在《出埃及记》的性质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层应许的兑现，

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历史跟神学的连贯。 

  

2. 本书内容的历史与神学意义 

以上是《出埃及记》全书性质的第一点，记载神兑现祂给亚伯拉罕的第二层应许──后裔

蒙福。现在第二点，我们要思考这本书的历史跟神学的意义。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连贯性，

现在我们看的是它的意义。我们要从历史上跟神学上来看这本书的性质， 

  

历史上：  

从历史上怎么样来看《出埃及记》呢？我们可以看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繁衍， 

  

(1) 表面看是迦南饥荒 

雅各把他们带下去，表面上看起来是饥荒。《创世记》四十六章因为迦南地饥荒，所以雅

各把全家族带下去。然后约瑟呢供应他们。表面看是饥荒，我常常在想，难道神不能够在

迦南地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吗？一定可以。可是神没有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所以除了这

个表面原因，也有一个深入原因。为什么神没有在迦南地解决饥荒，而要把他们带到埃及

地去供养他们呢？ 

  

(2) 深入的原因有几点：  

防被迦南同化：  

从这个表面原因跳到一个深入原因的时候，我们看到几点。第一点：神为着要防备这七十

人小群，雅各的子孙七十人，被迦南地的文化同化掉了。因为他们只有七十个人，很容易

被迦南的文化同化的，所以要避免这个结果。 

  

歌珊富庶有利繁衍： 



第二，歌珊地，如果你看《创世记》四十六章，还有《出埃及记》，你就发觉，这是埃及

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最繁荣的地方。他们集中在这个地方居住，牧养埃及王的羊群，在那

边非常稳定的生活。 

  

歌珊隔离保存血统文化： 

第三，歌珊地是一个与埃及人相当程度隔离的地方，以色列人住在那边，《创世记》说以

色列人因为是牧羊的，埃及人非常厌恶这些牧羊人，就把他们隔在歌珊地，不跟他们来往。

这样一个隔离，其实保存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跟血统，这是第三个深入的原因。 

  

埃及文化高，预备摩西： 

第四个，埃及有高度的文明跟文化，预备了一个谁？预备了一个摩西，预备了一个领袖摩

西，所以摩西在那边出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迦南七族罪未满盈： 

第五个，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离开迦南地，因为《创世记》十五章说迦南地的人的罪恶还

没有满盈，所以神给他们四百年宽容的时间，让他们可以有悔改、回转，或者是离开罪恶

的余地。四百年之后，当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去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也被警告说，

你不要去效法迦南地的那种风俗文化。那种淫乱，那种多神，泛神教；可见四百年的宽容

期，并没有让迦南地的亚摩利人能够脱离这种败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神借着

約書亞要剿灭整个迦南地的民族，其实呢神是透过以色列百姓来洁净罪，洁净那种败坏，

除去那种败坏。所以我们说历史上表面的原因是饥荒，深入的原因其实在神整个的大计划

里面，有一些是我们需要用更多的思考，才能够找到原来神有他深入的原因和用意。所以

我们需要从历史深入来看。 

  

神学上： 

从神学上怎么看呢？从神学上我们怎么来看《出埃及记》的性质呢？ 

  

(1) 神记念祂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过了 700 年，出二 24， 诗一百零五 8－11） 

第一个，神记念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我们刚刚读第二章就读到了。读《出埃及记》

的时候，你常常看到神说我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布过约，所以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

他呼召摩西的时候是这样做，他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这样做，他听到以色列人的苦情、哀哭

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下来，也是因为他记念这个约。这是神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就

是让我们想到说：神说了话或者神计划了他的救赎行动的时候，他一定会实行。就像我们

刚也读过《创世记》里面，神对雅各说我一定会成就我向你所应许的。所以你看看，雅各

下埃及，到神记念亚伯拉罕之约救赎雅各的子孙离开埃及，从亚伯拉罕到出埃及大概有七

百年的时间，所以啊，神等了七百年。在神很多的行动里面，有时候我们会操之过急，帮

神行动，可是神有他的计划，这是第一点，神记念那个约。 

  

(2) 以色列成国是出于神一次奇妙救赎之行动，这行动的目的是叫百姓『归我』（出十九 4, 

6）、『属我』（十九 5 ），在地上成为神的『珍宝』（『子民』出十九 5 ，申七 6 ，申十



四 2 ，申二十六 18 ，玛三 17 ，诗一百三十五 4 ），实质上成为神的见证（圣洁的祭司，十

九 6 ）。 

第二点呢？在神学上的思想，以色列百姓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他本来是一盘散沙的，可

是成为一个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救赎行动。这个救赎行动，带来一个关系的建立。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以色列百姓整个民族从埃及迁移进入迦南地，如果没有什么救赎跟属

灵的意义的话，可能只是一次民族大移民而已。我们可以发觉：神救赎这个百姓的时候，

让他经过旷野的漂流，这个旷野的漂流就成为一个教育的过程。迁移进去迦南地的，不是

一群从埃及回归的百姓，乃是一群被神救赎跟更新的百姓。因为他们在整个旷野的经历里

面，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应该是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来看几节圣经，《出埃及记》

十九章，第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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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归属神，是关系建立的起点；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呢？归给

神。在这里提到，将他们好像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看看第五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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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你们要归

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神学上的思考的

第二点就是，这个救赎行动，带来一个关系的建立。第四节，说：归我。第五节说：属我。

他们不再是一群居住在歌珊地的百姓或者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而已。他们乃是

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后来在十九章的第六节说归给神，作祭司的国度，作圣洁的国民；

这些关系的内容，已经在十九章里面点点滴滴的提到、揭开，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神学的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呢不是一次大移民而已，乃是在这个迁移里面有一个属灵关系的

建立，所以才出现了所谓的族长之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进一步变成一个民族

之约。就是西奈之约，这是神学上第二个重点。 

  

(3) 一种特殊的启示──律法（申四：5－9；诗一百四十七： 19-20 ；罗三： 1 － 2 ），  

第三个呢，在出埃及这么一个历史的经历，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启示。什么特殊的启示呢？

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四章的时候，有很多律例典章律法。我们读五经的

时候在整个五经的地理状况里，哪一个地方是五经当中最重要的地点？我们可以说应该是

西奈山。西奈山是五经里面最重要的地点，他们在那边停留了大概有一年之久。在这一年

里面，除了《出埃及记》二十到四十章这个记录律法的启示之外，利未记的一到二十七章，

民数记的一到九章，申命记的一到三十四章，里面很多的律例都是在西奈的这个启示里面。

所以神学的思考第三点呢讲到，在这个出埃及的过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律法的启

示。我们只要读一段经文，在诗篇 147 篇，其他的你们可以自己翻一翻，诗篇 147 篇提到

一件事情，就是神将祂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是别国所没有的，这律例典章就是摩西五

经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律法的启示，是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启示。 147

篇 19 节到 20 节，「19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 
20别国他都没有

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20 节说，别的国家他

都没有这样待过，没有怎么待过啊？没有把他的典章告诉他们过，只有以色列人成为神律

法启示的一个传承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有一个好处就

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所以在西奈的这个独特的启示，是很重要的。 

  

(4)  会幕的建造是神与百姓特殊关系的记号（出二十五章 8 节，29 章 45-46 节） 



           神同在之事实乃以色列百姓与异族有别的主因（出三十三章 16 节）  

神学上第四点就是会幕的建造。为什么要建造会幕？神说建造会幕的原因是我要住在他们

中间，这是《出埃及记》里面，一个很大篇幅的记录，神要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会幕就

变成一个记号。神要与人同住，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透过会幕，神与人同

住，透过圣殿，神住在人当中，透过后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神住在人当中。建造会幕

从此神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个成为后来神学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这本

书的性质。 

  

(三) 历史背景 

最后我们看一看这本书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分开前后三个阶段来看历史背景。 

  

1. 从雅各率全家下埃及至约瑟离世时—自由安舒的日子 

（可能约在主前 1876 － 1805 ；埃及的中王国时期）  

第一个，雅各带领全家下埃及，到约瑟离开世界的时候，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很安舒的一

段日子，时间可能是主前 1876 到 1805 的时间，这是第一个阶段。 

  

2. 从迫害开始至离开埃及的前夕—受欺遭杀的日子（可能约在主前 1648－1425 ；埃及的第

二个中期和新王国时期）  

第二个阶段从约瑟死了，逼迫开始，到他们离开埃及的前夕，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是遭

逼迫、遭奴役、遭杀害，时间很可能是主前 1648 到 1425，这个年代，在埃及是一个新王国

的阶段，在这个时候，他们做苦工、他们遭杀害，他们的男孩子被丢在河里。 

  

3. 离开埃及新生的日子（可能约在主前 1446 年；埃及的新王国时期）  

第三个阶段就是离开埃及，新生的日子。一般对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间有不同的学说，可

是呢有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就是 1446 年的这么一个离开埃及的时间。 

  

神学连贯 

最后我们来看神学连贯，这本书在历史上，可以说和《创世记》最后一个段落相连，我们

刚才已经看到，雅各成为一个转折点，雅各把他的众子带下埃及，之后呢就跟《创世记》

的故事连接在一起。 

  

神学思想上面的连贯有四点， 

第一点，这位向摩西显现的神，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神学连贯，不

是另外一位神。 

  

第二点，他要拯救这个受苦的百姓，因为他曾经向亚伯拉罕应许过，他要把这些百姓带出

去。 

  



第三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位曾经是族长个人的神，现在要成为全民族的神，整

个百姓的神，他给这些百姓有个新启示的名字说：耶和华。所以若是我们今天问，以色列

人的神的名字叫什么？应该是叫耶和华，这是从《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启示看到。 

  

第四点就是，我们做一个归纳，《创世记》，里面所记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是个人之约，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是个人之约，《出埃及记》里面所记录的那个西奈之约是民族

之约。从此以后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西奈之约就成为整个民族发展的指针。你只要

认识清楚这个约的条款跟内容，你就可以预测整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轨迹，若是他们照着这

个约去行，他们一定蒙福，若是他们悖逆违背这个约，他们就会遭神管教。所以在神来牵

动这些历史的时候其实整个前提都先出现了，西奈之约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前提。所以以

色列百姓不能够说我不知道神会这样对我，他们应该知道，因为西奈之约已经宣告出来了，

所以《出埃及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历史发展的前奏，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往下面看。 

  

课后作业 

1. 读出埃及记一至十一章 

 

2. 读这十一章经文时，将神降十灾的教育性目的记录下来。 

    (如： 出七：5， [埃及人就要知道我是耶和华] 

 

3. 根据本课讨论的出埃及记之历史和神学意义， 教导我们怎样为历史或个人的经历作批注? 

    请说明并应用在你自己的处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