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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 以色列人在埃及 

出埃及记一至十一章 

  

第九课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经文是《出埃及记》一到十一章。我先从讲授的大纲，给各位

分享一下。 

  

讲授大纲 

  (一) 受迫害的百姓  出一至二章 

  (二) 蒙呼召的摩西  出三至四章    

  (三) 摩西与法老王  出五至十一章 

我们将一到十一章分成三大段落，《出埃及记》1 到 2 章是受逼迫的百姓；第 3 到 4 章是

蒙呼召的摩西；然后 5 到 11 章，讨论摩西和法老王。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一

同来分享。 

  

内容重点 

(一) 受迫害的百姓（出一章 1 节至二章 25 节）  

首先讲到受逼迫的百姓，《出埃及记》一到十一章里面描述了很多他们苦难的过程，从这

些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敌人怎样奴役他们，逼迫残害他们。我们也发觉很奇妙的一件事：

在整个历史里面，竟然越逼迫他们越发增长。 

  

 1. 敌人的奴役与残害：（出一章 1～22 节）  

  (1) 希伯来人口增长阶段 

请各位翻到《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人口在埃及歌珊这个地方是怎么增

长的。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希伯来人口增长非常快速，分几个阶段来谈。 

第一章提到，雅各带领以色列人下埃及，或者说带领他的子孙下埃及的时候，一共有七十

人。若是各位看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就看到雅各带着他的儿孙七十人下到埃及，在

《创世记》46 章也是这样说的。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七十人。 

  

第二个阶段，在《创世记》47 章，还有《出埃及记》，约瑟在当宰相的时候，这些以色

列的子孙不断的增长，在约瑟的庇护底下增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有约瑟的保守庇

护，而且供养他们。 

  

第三个阶段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第 1 章 6 到 7 节看到，「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

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他们在那边居住，

有很好的环境，神祝福他们，让他们继续增长。 

  

可是《出埃及记》一章 8 到 22 节呢，就非常特殊了，在第 8 节开始，有埃及人的逼迫，

埃及人奴役他们，迫害他们。可是我们发觉这个最后的阶段，反而是增长得更快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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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第四个阶段，定为在奴役跟残害当中增长。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现象，受

逼迫的百姓却是在不断的增长当中。 

  

  (2) 第一章提供的埃及資料 

《出埃及记》第一章有很多埃及背景的資料，虽然这一卷书是希伯来人的历史记录，可是

因为他们的背景在埃及，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章当中有许多埃及的資料出现。 

  

 一章 8 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 治理埃及」  

  1) Hyksos 入侵埃及(主前 1730～1580 年)， 被 Ahmosis 赶逐 

  2) 「新王」相等于「新 (埃及人)朝代」， 可能将希伯来民族与 Hyksos 等视为亚洲民族. 

  3) 主前 1580～1520 年 (Ahmosis ～Hatshepsut) 长期逼害. 

  4) Thutmosis III (主前 1504～1450 年 ； 参考二章 23 节； 四章 19 节) 

我们简单看一看第一章第八节，提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不认识约瑟的新

王，可见约瑟死了以后，有新的王起来，通常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新的朝代，在历史里面

提到一些许克索斯人，可能就是这个朝代当中一些从外来的民族治理了整个埃及地。所以

第一章第八节，提到一个新的王朝。 

  

 一章 11 节：「建造两座积货城 ... 比东和兰塞」  

  1) 二城均位三角州地带， 是第十九朝代建设热潮产品. 

  2) Ramses II(主前 1290~1224 年)?有没有可能后期记录时, 此二城命名,用来记念建设之君 

一章十一节，这里有两个积货城，第一个是比东，第二个是兰塞。这两座积货城在当时埃

及的世界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建筑，也代表了当时埃及文化是非常进步，他们有很多建设在

当时的社会当中。根据考古学的推敲，考古学的研究，可能这是兰塞二世当政的时候，因

为他是以建筑出名的一个君王。 

  

 一章 17 ， 21 节：「收生婆敬畏神」  

  1) 敬畏神 －－ 对赐生命之主宰敬畏 

  2) 1：19 可能是一个事实 

  3) 可能他们特派在希伯来人中， 也认识神. 

一章的 17 跟 21 节，我们看到有收生婆，这收生婆是埃及人雇佣的，来帮助希伯来人接

生，这个收生婆，按照法老的吩咐，要来对待当时的希伯来的妇女，可能将他们的男孩杀

了，或者将他们的男孩丢到河里面了，为的是要让整个希伯来民族不要繁衍得那么快速。

这几个資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百姓是在整个埃及的背景底下，而且以色列百姓处在埃

及的逼迫当中。我们刚刚说过，从第 8 节开始，一直到 22 节，在越逼迫的环境里面呢，

越发增长。神把以色列的儿孙 70 人带下埃及，住在歌珊地，为的是要兑现他给亚伯拉罕

的应许，就是让他的后裔繁多。有时候我们觉得要在安舒、平静、非常富庶的环境里面才

能够快速的生长，可是在《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看到就是在逼迫、患难、奴役的环境当

中却是越发增长，这就更显出这是神的祝福，不是人的作为，也不是环境的自然现象。我

们从第一章，不只是看到受逼迫的百姓，也可以思想神的保守，还有神的预备。在大环境



3 

 

里面，有一些自然的现象或者是历史的现象产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历史状况当中去探

讨，去思考，究竟神在作什么。 

  

 2. 神的保守与预备：（出二章 1～25 节）  

当百姓受逼害的时候，非常苦恼的时候，原来神已经暗中在预备一个民族英雄，或者是预

备一个领袖。所以第二段我们思考的就是，神的保守与预备。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摩西的

出生。摩西的出生呢，其实在以色列百姓的思想中没有预期有这么一个人，当时第一章的

背景，法老要把所有的男婴全部杀掉。在这个屠杀的过程里面，神就保守了摩西。摩西的

出生，说明神在这个患难的环境里面，虽然大家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可是神已经有一

些行动。所以我们要学习，从大环境当中去察觉，去观察，神究竟在做什么。这神對摩西

的保守跟预备，我觉得我们可以从第二章看到很重要的思想。 

  

 1) 摩西的塑造背景：（出二章 1 节；徒七章 19～ 29 节； 来十一章 23～28 节）  

  (1) 摩西的希伯来利未背景：（民二十六章 57～61 节；出二章 1～3 节）  

首先我们思想摩西的塑造背景，摩西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呢。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知道这

是一个利未家的人，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利未就是一个服事神的支派，摩西是利未的背

景，或者说，我们可以讲，摩西的父母是一个非常纯正的希伯来人的利未支派家族，无论

是父亲或者母亲都是利未背景。民数记 26 章这样子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和母亲是利未

人，而且他的母亲呢，是在埃及出生的利未人。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摩西在母亲的乳养里

面，一定是有很多信仰的传递，这是第一个。 

  

  (2) 摩西的埃及王宫背景：（出二章 4～14 节）  

第二个，摩西的埃及王宫背景。摩西在王宫长大，所以他学习了很多埃及的文化，他学习

了很多埃及的礼仪等等，他对埃及的宗教、文化、建设各种的技术都非常非常的有修养，

所以使徒行传说，他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这是他的王宫背景。 

  

  (3) 摩西的米甸旷野背景：（出二章 15～22 节） 

后来，摩西在米甸的旷野也是一个很长期的操练。他在埃及的王宫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

也是四十年。 

所以摩西这位人才的养成是多元的。他的利未背景，这是宗教信仰；他的王宫背景，这是

他的文化素养；他的米甸旷野背景呢，是整个人品格、个性的塑造。神用了很多时间来塑

造这个领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眼睛

睁大一点，看看，其实神是有作为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在神整个对以色列的保守与预

备里面，不单是摩西被预备， 还有整个环境跟时间也怎么配合。有时候人操之过急，像

摩西在埃及王宫，出来看到希伯来的弟兄受苦就想打抱不平，就想救人，可是，那个时间

不是神的时间。所以在这个保守与预备里面，我们看到环境还有时间的配合，摩西的预备

期很长啊，四十年王宫，四十年旷野，很长，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角度来定夺那时

间，要看神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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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环境的时间配合：（出二章 23～25 节）  

第二呢，这个环境怎么配合：在埃及，希伯来民族繁衍非常快速，成为一个大民族。我想

呢要成为一个大民族，离开埃及才真正达到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第二个应许，就是后裔繁

多。《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神听到百姓的哀声，然后记念他跟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约，神就行动。所以我想，这个神的行动，我们需要看到神的时间，有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代替神的行动，这是绝对错误的。摩西就犯了这么一个错误。不单是

摩西的预备，不单是百姓的预备，不单是神的计划时候到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

回到创世记十五章，上次我们提到，迦南地的罪恶满盈，神给他们四百年的时间，这是神

的时间表。所以在埃及这整个事件里面，我们看到神在掌管这一切，神好像一个导演，来

配合所有的不同层面，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过程，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我们呢，就

是需要去观察，而且需要知道说，在神没有行动的里面，其实这个就是神的行动。在神的

安静当中，在神没有作为的当中，其实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神的作为。神选择不做任

何事，直到时候满足，所以在这个第一个段落受逼迫的百姓，我们看到，他们在埃及，然

后看到神的准备。 

  

(二)  蒙呼召的摩西：（出三章 1 节～四章 17 节）  

第二个段落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摩西蒙呼召了。神准备摩西，神要呼召摩西，可能在准备摩

西的整个过程里面，摩西还不太警觉到原来神要用他。从三到四章里面看，摩西蒙呼召的

过程，对摩西整个的生涯，还有摩西所领受的使命，还有整个百姓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

的。摩西需要认识这位呼召他的神，委托他的神，他才能够完成这位神所要他做的事情。 

  

 1 神的自我启示 

  (1) 「大异象」：（出三章 1～5 节） 

在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首先看神跟摩西的关系，神是怎么样显现，神是对摩西说什么，

摩西与神的第一个经历，这个大异象，在第三章的 1 到 5 节，第一节说，在何烈山，第二

节说，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然后第四节，神在这个荆棘当中呼叫摩西，这是一

个很特殊的经历。事实上，摩西在旷野 40 年，类似的景象一定看过，他不一定看到火烧

荆棘，可是呢看到旷野的一望无际，看到旷野的好像烟雾弥漫，看到旷野当中非常的枯、

热，看到很多的荆棘；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看见是整个他灵性复苏的起点。怎么说呢，

请看第三章，他看到荆棘被火烧没有烧毁，然后第三节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我一直

在想，四十年的旷野会让你心灰意冷啊，可能呢一点动力都没有，一点动机都没有，可是

在这个时候的摩西他竟然说，我要过去看一下。若是摩西不过去看，若是摩西不回应这个

荆棘的异象，还不晓得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埋葬在旷野，说不定是。所以怎么样保持或者是

让自己的心灵敞开，看到神藉着环境给我们的信息，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操练。有时候我们

心灵都枯死掉了，对外界任何的声音，或者是圣经任何的信息，或者是讲台任何的呼吁，

我们的心麻木，就像中国人说的哀莫大于心死，这是很可怕的。摩西看到神的一个异象的

时候，他就过去看。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有神迹，希望看到神迹，可是摩西看到的这个神迹

告诉我们，要紧的不是神迹本身，要紧的是神迹出现时所要带出来的信息。所以记得，神

迹本身固然很吸引我们，很有趣，可是呢，神迹背后的那个信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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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神揭示救拔百姓之计划（出三 6～12； 三 17～22）  

你看看这个神迹里面，三章第 6 节，神对摩西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

撒、雅各的神，当神在荆棘里面出现的时候，就说，我是你祖宗所信仰的神。然后请看第

七节，我不是遥远的、古老的神，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第七节说，我看到你们所受的苦

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很遥远，很古远，很高超，很超越，其实

神跟人非常近，他知道整个的状况。我实在看见他们受苦，所以第八节，我下来；神为什

么要下来呢？就是因为第六节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应许了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以要下来。他要下来。刚刚所说的，神迹固然重要，神迹背后的信息更重

要。神让摩西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个历史的连贯，还有这么一个神学

的连贯。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历史连贯、神学连贯，神要做什么都很客观，可是呢，我

们要看第十节有个转折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些神迹跟摩西有直接的关系，怎么说呢？第

十节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整个神迹发生了，为什么发生这个神迹，因为我应许

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看到你们所受的苦楚，「故此」我要打发你去。神对摩西的

呼召，用异象来把这个差遣、这个呼召连贯起来。希望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能够听到神

的信息，而且有「故此」的这么一个了解，来作一个回应，满足神的心意。 

  

  (3) 神宣告祂的名字（出三 13～16 节）  

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不但揭示了他的救赎计划，还宣告了他的名字。三章的十三到十六

节，特别是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

有的打发我到这里来。第三章上帝常常作一个神学连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神，我现在向你启示的是一个新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或者说自有永有。自有永有这个字

呢，也可以翻成耶和华，相等于十五节：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

到万代。所以自有永有事实上也可以翻译成 “耶和华”这个字。所以神宣告他的名字，神呼

召摩西，神委托摩西要去完成一个救赎计划。 

  

  2) 摩西的推辞：无能（出三 11）、无信息（出三 13）、无权柄（出四  1）、  

      无口才（出四 10 ）、无雄心（出四 13 ）  

摩西的反应怎么样？推辞，推辞。第三章到第四章，摩西推辞的借口有五个，第一个我无

能，我是谁啊？第二个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没有口才，没有信息。第三个呢？我没有权

柄，以色列百姓不听我的。第四个呢？在第四章十节，我没有口才，我一句话都不会讲。

很有可能，因为四十年对着这些羊，什么话都没有讲过，没有操练口才，所以没有口才。

第五个推辞的藉口就是说，不要找我，找别人就是啦。我一点心都没有，没有雄心，我不

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摩西呢？就在那边一一的推辞，若是你对照经文你就发觉，摩西怎

么推辞，神怎么帮他解决。 

  

摩西推辞说我没有能力的时候，上帝就说：你不能，没有关系，我能比较重要，这是第一

个你可以对照的。摩西说：我是谁？上帝说：你是谁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我是谁就可以

了。这是三章十二节，摩西说：我没有信息，神就帮他解决。摩西说：我没有权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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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我的。上帝就让他看到手中的杖可以变成蛇，蛇可以变回杖，这是神给他的权柄。摩

西说没有口才，上帝说：亚伦作你的口，等等，神就一个一个一个来解决摩西的那个推

辞，他的藉口。所以我想呢？在摩西蒙呼召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有几点我们可以学的。第

一摩西知道自己，认识自己。这个很好，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对自己有一个错误的了解，

认为说我们什么都行。摩西认识自己，可是呢？更重要的在这个经历里面，上帝说：你认

识自己很重要，可是你也要认识我，认识神。究竟是谁打发你去的，所以若是你什么都没

有，没有关系，上帝有，上帝可以赋予你能力，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学习。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什么都有，当我们觉得什么都有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神是我们的帮助，神的资源是

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取用，在服事上帮助我们更有效率。所以摩西的呼召里面，神跟摩西之

间的那个相遇，那个对话，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第二段，摩西的蒙呼召。 

  

(三) 摩西与法老王（出四 18～十一 10）  

然后我们来看摩西跟法老王。摩西跟法老王之间的对话、他们的交往、他们的坚持，有很

多很多的故事，当然也有很多很多的难题。第四到第十一章讲到摩西跟法老王。 

  

 1. 摩西回埃及 

首先呢是摩西回埃及去。这个时候第三章是在旷野，他不能够在旷野来完成他的使命，他

要回去埃及。意思是说他要再去面对他的百姓，他要再一次回去面对他所逃避的那个法

老，或者是他要再一次回去面对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我想呢，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基

督徒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容易的一件事，就是逃避。我不喜欢这个我就逃

掉，最容易的一个就是躲起来。摩西回去面对，他第一个面对的就是，回去埃及面对这个

法老王。四章十八节，我们来看一下十八到二十六，他先面对他的亲属；四章十八节，他

去面对他岳父叶忒罗，然后他要去面对他的妻子，二十节：摩西带着妻子两个儿子叫他们

骑上驴，回埃及去，他要安排好他的妻子儿子。然后他还要面对谁呢？二十七节他要去迎

接亚伦，所以我想他回埃及第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他的家庭问题。这是服事之前一

个很重要的安排。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呼召我们服事，我们就撇下一切，什么都不管；这是

推脱责任，没有把责任承担好。摩西先去安顿他的亲属，然后面对亚伦。接着呢？ 

  

 2. 摩西与法老 

第五章摩西去面对法老了，请你看第五章第一节。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

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这第一个态度成为他后

来抗拒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他一开始就藐视神，我不认识这个神，所以我不愿意

听他的话, 释放以色列人去，这是他的第一个态度,也成为他以后每一次抗拒摩西的命令和

吩咐最基本的态度。摩西领受这个命令去面对法老的时候, 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十灾了。 

  

 3. 摩西与十灾（出七 8～十一 10）  

  (1) 十灾                                                    针对的埃及神明 (参出 12 ：12)  

第一灾 水变血 (七 14～25) 尼罗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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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灾 青蛙 (八 1～15) 复活之神 

第三灾 虱子 (八 16～19) 土地之神 

第四灾 苍蝇 (八 30～32) 阿西利斯之妻 

第五灾 畜疫 (九 1～7) 各种牛神 

第六灾 疮灾 (九 8～12) 药神 

第七灾 雹与火 (九 13～35) 天神 

第八灾 蝗虫 (十 1～20) 五谷保护神 

第九灾 黑暗 (十 21～29) 各类太阳神 

第十灾 杀长子 (十一 1～10) 赐生命神 

这个十灾是从第七章开始的，七、八、九、十、十一章，就是十灾的分布。大家可以看

到，每一灾都是针对了埃及的一个神明。 

  

  ( 2) 法老的心刚硬 

 最基本的心态： 蔑视耶和华（出五 2）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出四 21; 七 3 ；九 12 ；十 1,  20 ,  27 ；十一 10 ）  

 「法老又硬着心」（出七 22 ；八 15 ,  19 ；九 35 ；参考出九 7)  

 「刚硬」的字形语态 [使役动词] (心理学的诊断... ) 

在这个灾情里面呢，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觉得很困惑的，就是「法老的心刚硬」。

有两个现象，有一些句子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比如第四章二十一节，七章三节；有一

些句子是说：法老又硬着心。是法老自己硬心的，比如说七章二十二节，八章十五节，等

等。法老的心刚硬，我想在心刚硬的这个过程里面，第一点，我们刚刚所读的五章第二

节，他藐视神，拒绝神，不愿意接受神任何的信息，所以他的心就非常的刚硬。我们从这

个角度学习到在十灾当中，看到人性的那种败坏，那种抗拒。在十灾的整个过程里面。从

第七章一直看到十一章，你可以从故事的描述当中，看到这个十灾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3) 十灾的目的－针对 5：2 [耶和华是谁?] 

七 17                              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八 10 , 22 ；九 14          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神的 

八 23                              将埃及的百神和神的百姓分别出来 

九 16                                  向法老显大能， 使神的名传扬天下 

十 1 ~ 2                             好叫你知道我是耶和华 

十一 3 , 7                          使摩西显为大  

十二 12                         [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十二 36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 

这个十灾的目的，刚才我们说五章第二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所以十灾

就针对他这个心态来带出一个信息。譬如说你看七章十七节，上帝对法老说：你必藉着这

个灾情知道我是谁。认识跟知道在希伯来文上面是同样一个字，所以你透过十灾，你应该

认识这位神是谁。若是你仔细看，这个十灾的目的，几乎每一灾里面呢，神都要藉这个灾

情来显出、来宣告说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法老应该透过十灾，就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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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十灾其中的目的就是传出一个信息，让法老降服下来。可是我们知道，法老到

最后，还是没有降服。 

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第十章已经到最后几个灾了，我们还是发现，神对这个法老说：这十

灾的目的在这里。十章，第二节，「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作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

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就是目的。所有灾

情就是要你们知道，或者是认识：我是耶和华。 

十二章有一个经文非常重要。十二章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的一

切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十

灾呢，不单是向法老传出一个讯息，也要他认识耶和华，还有呢，其实向埃及所有的神挑

战，上帝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神学连贯 这是第九课的神学连贯，我们讲两点， 

第一点，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繁衍众多，其实就是连贯到创

世记 15 章，神对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预言过了，你的后裔要繁多，你的后裔要住在埃

及地，要被逼迫，要离开埃及，所以果然出埃及记一开始，百姓生养众多，遍满那地，而

且在被逼迫的过程里面，被残害的过程里面是完成和兑现这个应许的。这个就显出了神迹

性，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出埃及记第 2 章 24 节，当神要救赎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

说，这是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过的一个行动。所以神在历史当中的行动是非常

的一致性，他是非常信实的。 

 

第二点我们要思想这个神学连贯的时候，我觉得出埃及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全民教育。怎么

讲呢，我们有时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一个演变，一个过程，其实这是一个教育，从

好几个角度来看，以色列人需要藉着十灾认识神。我们刚才说过十灾让埃及人认识神，其

实十灾也是让以色列人去认识神，这就是他们要服事的那一位神，所以要经过十灾去认识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十灾所带出来的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要设立新的开始，一个新的

阶段，新的民族，新的开始，所以不单是全民教育让他们认识神，而且这个新的开始有三

方面特点，(1) 有新的历法。出埃及记 12 章说，逾越节过后，这整个民族有新的历法，因

为逾越节那个月变成第一个月，正月，所以呢，新的历法。 (2) 新的礼仪。新的礼仪，特

别是逾越节跟初熟节，除酵节，这些节期在后来的律法颁布的时候，就带出一个新的敬拜

方式，新的礼仪，新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3) 就是神新的名字。你在出埃及记第

3 章跟第 6 章一直看到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呢，现在你们所认识的

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所以跟神有新的立约的关系，他们所认识的神是新的神，所以我想

呢，出埃及记整个的教育是全民教育，第一，认识神，第二，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包

括新的历法，新的礼仪，还有神新的名字和百姓新的关系。 

  

课后作业 

1. 读出埃及记十二至十八章 

2. 神呼召摩西后， 如何解决他各种的推辞与恐惧? 试写出服事神的人的态度 

3. 按十灾叙事过程的结构， 完成分析十个灾的内容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