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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 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埃及记十二至十八章 

  

第十课我们来讨论《出埃及记》十二到十八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九课是在埃

及，第十课就出埃及了。 

  

讲授大纲 

以色列人出埃及 

(一) 离开埃及（出十二至十五章）  

(二) 前往西乃（出十六至十八章）  

在这个出埃及的讨论里面我们谈两段，第一段是离开埃及。离开埃及的整个过程里面有

很多的准备，有很多的意义。第二段就是到达西乃山。在这个经文段落里面主要是这两

个部分。 

  

内容重点 

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十二章 1 节至十八章 27 节 

(一 ) 离开埃及（出十二 1～十五 21）  

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十二章，离开埃及之前有一些准备。十二章基本上是第十灾

之前的一个礼仪的准备。离开埃及之前有两个节期，或者是十灾之前神吩咐他们两个节

期。 

1. 两大节期的设立 （出十二 1～36 ）  

 1) 逾越节（出十二 1～14 ） 

  (1) 时间： 每年的正月--亚笔月（出二十三 15 ；三十八 14）  

                  亚笔月 10 日 取羊羔 

                  亚笔月 14 日 宰羊羔 

第一是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在每一年的正月，就像刚刚说的神吩咐他们无论现在是哪

一个月份，现在把逾越节当作是第一个月份，正月，所以新的历法开始。 

 

 (2) 礼仪： 血涂门楣、门框， 

      吃烤羊肉、无酵饼、苦菜 (不可余剩) ，  

      束装预备出发、赶紧吃 

在这个逾越节里面他们要取羊羔，宰羊羔，吃这

个羊羔的时候，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还有

吃那个苦菜，预备出发，这是逾越节里的一个交

待，一个教导。所以百姓在当天就做了这么一件

事。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意义在其

中，请你看十二章十一节下半节 「手中拿杖，赶

紧地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个逾越节的

名字是名词，为什么呢？十二节说，“ 因为那一

夜” ，定逾越节是跟下面有关的，下面这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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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把埃及一切头生的，都击杀了；」刚才我们读过，说又

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然后十三节说，「我一看到这个门上的血，就越过你们去」 ，这

个「越过」是动词。逾越节是名词，所以什么叫逾越节呢？就是神看到血就越过他们去，

就不击杀他们家的长子。所以这个血的遮盖是非常重要的，是血在门框上面的遮盖，等

于说这一群是希伯来人，神就越过他们去。这是第一个节期─ ─ 逾越节。 

  

 2) 除酵节（出十二 15 ～ 20 ）：记念性节日 

  (1) 时间： 14 日-----------------------------21 日 

                 圣会、除酵                            圣会 

 

  (2) 礼仪： 除酵、不作工、吃无酵饼 

第二个节期神教导他们定的，就是十二章的十五节，这是无酵节，是跟着逾越节来的，

若是一月十四号是逾越节，十四号之后，守了逾越节之后就开始进行这个除酵节。除酵

节是一个重要的礼仪，在第十五节，不要吃有酵的东西，把酵全部除去。酵在圣经当中

有一个代表的意义就是有罪的意思，把酵除出，就是把罪除去。特别是在新约里面，常

常有这样的含意，在保罗的解释里面。出埃及之前有两个大节期，一个是逾越节，有一

个被杀的羔羊；一个是除酵节，把罪除去。 

  

2. 献头生的定例（出十三 1～16）  

然后还有一个吩咐在十三章，我们常常忽略的。 

  

 1) 命令头生分别为圣（出十三 1～2）  

十三章的吩咐就是献头生的。你看十三章第二节：「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

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 十三章这个头生的归神，在整个篇幅里面什么时候

出现呢？我们来温习一下。首先定逾越节，再来定除酵节，这两个节期定了以后，神就

巡行埃及，杀了他们的长子。这在十二章的后半部二十九节，神杀了埃及人的长子之后

呢，以色列人就离开埃及。可是十三章说，你们的长子怎么办呢？以色列人的长子要归

给神。这个十三章的定规，其实应该跟神巡行埃及，杀埃及人的长子这个历史事实结合

起来看。埃及人的长子被杀了，以色列人的长子为什么可以被越过蒙赦免呢？为什么没

有被击杀呢？有两个现象， 

  

  2) 命令的原因 

  (1) 记念从埃及地出来（出十三 3，8，9 节）：吃无酵饼之节期记念救赎 

在经文上面解释的，第一个是逾越节，神的羔羊来遮盖他们；第二个就是在十三章，以

色列人的长子跟头生的都要归耶和华神为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教导，以色列人应该

甘心乐意地把长子献给神，因为这个长子是属神的。他的长子没有像埃及人的长子一样

被杀掉。我们来看看十三章的第三节，为什么要定这个首生和头生的归给神的定例呢？

十三章第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记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

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 」然后第八节，又要告诉你的儿

子说，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你要记念这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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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记念杀长子事件（出十三 15）：  

            头生公牲归神； 长子赎出来 (参民三 11～13 ； 44～51)  

我们来看十五节，「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

人是牲畜，都杀了」。你看看，「因此」，这个因此就是把这个历史事件与下面的吩咐

联起来了，神把埃及头生的都杀了以后，「因此我们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

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这个定例其实跟杀长子的历史事件是相连的。我们就

是看到以色列人长子，神透过这个羔羊的血把他们救赎遮盖起来，当他们经过这个十灾

之后，这个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归给神，其实就跟埃及人的那种状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

献头生的定例在十三章里面解释得非常清楚，要看到十二章逾越节、除酵节，十三章定

这个头生的定例之后，才能够过红海。 

  

3. 过红海（出十三 17～十四 31）  

 1) 启程前安排（出十三 17～22）  

这个过红海的事件，在十三章的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路虽近，神

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 」，﹝ 18 节﹞

「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的旷野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所以这里有一个我们忽略的，意思是说：有一条路是近路，上帝没有带他们走近路，上

帝带他们走远路。所以也不要怕走远路。在这个过红海里面我们分开好几个部分来讨论。 

  

  (1) 确定路程 （出十三 17～18 ）  

第一，开始这个行程的时候是怎么安排的，在十三章的十七节确定这个路程，不要走非

利士人的路，那条路很近，很容易走，可是也很容易回头。所以有时候走难的路，不一

定不是神的旨意；有时候走容易的路，也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所以要清楚的就是哪一条

路是神的旨意。 

  

  (2) 遵从约瑟的吩咐（出十三 19）  

然后第二个安排就是，遵从约瑟的吩咐，把约瑟的骸骨带回去迦南地。 

  

  (3) 耶和华的引领--云柱火柱（出十三 20～22） 

第三个安排在二十节，原来神透过云柱、还有火柱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 

  

  (4) 绕行的策略（出十四 1～4） 

然后最后一个是给他们一个路线。十四章一到四节，就是他们整个绕行的策略。一般我

们认为过红海是在现在的红海，苏伊士湾的那个地方，可是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红海的

位置，可以从经文本身的叙述来稍微有一点点的了解。第二节的位置比较属于北边的位

置，就是离开歌珊地不远的，而且这里的地方那些湖，那些海呢大部分是芦苇海，有芦

苇的地方，他们称这是苦海。 

  

我们来看第二节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

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 (第三节) 法老必说：‘ 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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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住了。」然后第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就这样行

了。 

  

 2) 法老的追击（出十四 5～31）  

  (1) 敌军的声势（出十四 5～9）  

第五节法老就追了，当法老追赶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好像很快就追到了。第九节他们就

在海边上靠近比哈希录对着巴力洗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第十节，法老临近的

时候，以色列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害怕，哀求耶和华。按照这个记录跟刚才所提

到的几个地名呢，是属于比较北边还没有到现在这个红海的，或者是苏伊士湾，现在所

谓的苏伊士湾的那个北湾的地方，所以应该非常靠近歌珊、兰塞这么一个陆地的状况。 

  

  (2) 百姓的恐惧（出十四 10～14）：摩西也恐惧 -但他看到红海和追兵之间的神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要探讨究竟以色列人过红海是过到哪里去？等一下我们

会再思想一下，现在在法老的追兵来到的时候，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刚才我们读

的第十节，以色列人非常惧怕，就哀求耶和华，十一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我们在埃

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让我们死在这里，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

们呢？百姓的这个反应就是非常恐惧，而且呢觉得说快要死了。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摩西

怎么样？摩西怕不怕？其实摩西的恐惧应该比以色列人更大，因为这么多人的生命在他

手中。摩西是不是没有看到红海？或者是没有看到追兵。不是，摩西都看到了。可是我

们从摩西的身上学习一个功课，百姓看到红海和追兵，可是摩西在红海和追兵之间看到

神。我觉得这是个很美的功课。 

  

  (3) 以色列人经历救恩（出十四 13）  

我们来看十三节，「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百姓看红海和追兵，摩西说：看耶和华。

这个是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看看神是怎么样？所以你就发

觉，法老的追击，百姓看到，摩西看到；百姓恐惧，摩西也恐惧。可是摩西看到的是耶

和华，然后整个的过红海就在很短的记录里面完成了。 

  

请看十四章的十五节，从十五节，我看到摩西也是非常恐惧的。『15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16 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

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然后十七节说，埃及人呢也下去，他们所有的军兵全部被淹

没。看一看十八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

耶和华了。』最后一个神迹也是要传出一个讯息，让埃及人认识这位神。整个在埃及的

那些神迹的故事都要带出这个目的。 

  

  (4) 以色列人敬畏神（出十四 31）  

我们刚才说过是一个全民的教育，十四章这个过红海的记录非常简单扼要，神迹是非常

吸引人的，神迹是非常让我们兴奋的，可是神迹背后的信息是更重要。这个神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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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以色列，当然也让埃及人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这个

事情就这样完成了，他们就过红海了。 

  

 3) 过红海的路线图 (见附) 

  (1) 北线 (考古学探讨后之建议) 

  (2) 中线 (考古学探讨后之建议) 

  (3) 南线 (传统见解) 

 

从十四章的记录里面，我们根据文字的记录探

讨，可能过红海的路线不是我们传统当中认为

是在苏伊士湾北端、或者中端或者下端过去的。

很可能是非常靠近歌珊、兰塞这个泥沼或者是

湖沼的这个部分。除了刚才十四章这几个地点，

像这里是巴力洗分、比哈希录、密夺比较属于

北边的这个地点之外呢，接下还有一个在文字

上的误差，中文翻成红海的这个字，其实希伯

来文应该是芦苇海，不应该翻成红海。如果你

看一些现代译本你就发觉他们都翻成芦苇海。

芦苇海是在红海以北这些泥沼地方找到的，在

这些泥沼找到芦苇海的话，那是从另外一个考

古学的角度支持了或者帮助我们了解过红海不

是在苏伊士湾的北端，而是在这个芦苇海靠陆地的地方。这个会不会摇动我们的信心说，

如果过芦苇海的时候，那个神迹的壮观性就没有那么庞大呢？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对这

个事实有一个正确的掌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根据就是，摩西时代

的那个芦苇海，那个海线或者海床呢，可能跟整个红海是连贯在一起的，到了现今几千

年之后，整个泥沼地带沉积物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海床、那个湖床或者是那个海线就

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所以今天的芦苇海或者是这一条的海床的那个深浅度不一定是摩

西那个时候的那个海床的深浅度。若是这样子，也不见得说，当时摩西所经历的神迹是

一个非常小的神迹，他们不是过很深的红海，他们只是过一个很浅的芦苇海。所以有时

候我们会非常困惑。这个神迹性透过这么一个考古学或者文字上的研究解释之后，就变

得好像不够神奇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思想跟大家作一个分享。 

  

请你看过红海的路线在这里简单的提到北线、中线、南线。一般我们所讲的过红海是南

线，其实呢现在很多人就支持北线。不过这是需要很多的地图的参考，说不定你在书本

上面可以看到一些地图的那一种分享，那种图面的图画，可以让你知道所谓的北线、中

线、南线是什么意思。十四章就是他们过红海，我们在这个段落里面，讨论到离开埃及。 

  

4. 称颂耶和华之歌（出十五 1～21）  

 1) 摩西之歌（出十五 1～18）  

  (1) 主题（出十五 1）：「因祂大大得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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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章这一章圣经呢就是摩西之歌了。十五章一节，摩西之歌一开始的时候，摩西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这个摩西之歌让我们

看到摩西的谦卑，当一个领袖带领百姓克服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把感谢荣耀

归给上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其实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摩西在百姓眼中看为大，大家都非常佩服他。当众人的心都崩

溃的时候，摩西说看神做什么，我们过去吧。所以十四章结束的时候，摩西的地位可以

说升到最高。可是十五章一开始摩西说这个荣耀是归给神的。我们看这个摩西之歌的时

候，主题在十五章第一节，「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2) 米利暗之歌（出十五 19～21）  

  (1) 经历（出十五 19～20）  

  (2) 主题（出十五 21）  

十五章用米利暗之歌来响应了摩西之歌。米利暗之歌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米利暗之歌

也是用这样一个称颂耶和华，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的思想，带来作一个结论。请你看十五

章二十一节，这一节圣经基本上跟十五章第一节是一样的，一起一应，一个开始，一个

结束。二十一节说，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

的投在海中。 」这两位领袖，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米利暗，歌颂神。一起一应，一呼一

应。 

  

摩西之歌 （出十五 1 ～ 18 ）： 「因祂大大得胜 .... 」（出十五 1 ）  

颂歌中的历史事件 

     出十五 4 ～ 5      神将敌人抛在海中 

    出十五 10            神呼风与海水 

颂歌中的预言事件 

      出十五 13 ～ 16  漂流期与外族相遇 

      出十五 17            神将百姓栽于圣山 

颂歌中对神的认识 

      出十五 2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My might and my salvation)  

      出十五 3              耶和华是战士 (Yahweh is a warrior)  

      出十五 11            谁能像你 (Who is like you)  

      出十五 18            耶和华作王 (Yahweh reigns)  

在这个主题里面呢首先讲到历史的事件，第二有预言的事件，第三呢在这个诗歌当中对

神的认识、歌颂。其实这个就是过红海的目的，让你们都认识我是耶和华。在十五章里

面，其实是提到耶和华是谁，请你看十五章十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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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说十四章提到要认识神，我想这里

呢就把神的地位，神的这个本性作一个最崇高的歌颂。十五章就离开埃及了。 

  

(二) 前往西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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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到十八章前往西乃山。请你看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

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他们在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正

月十四日，第二个月十五日，就到了汛的旷野。基本上圣经当中有一些最起码的日期在

其中， 

  

1. 玛拉和以琳（出十五 22～27）  

前往西乃的第一站是玛拉和以琳，十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2. 汛的旷野（出十六 1～35） 

   ※注：指称西乃半岛部分的名字： Zin ， Paran ， Shur ， Sin ， Sinai. 偶而互用. 

        第二站是汛的旷野，在十六章一到三十五节。我想汛的旷野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很

重要的功课一起来学习。 

  

  1) 百姓的怨言（出十六 2, 7, 8, 9, 12; 参考 : 民十四 22~23 [十次试探...不得看见...应许之

地]) 

这个十六章和《民数记》的十四章互相的对照来看的话，我可以把这一章圣经，《出埃

及记》十六章定为怨言之章，全章充满怨言。刚刚过完红海，充满了赞美，转个身可以

变成怨言。这就是人的软弱。一方面百姓的软弱，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其中看摩西怎么

样面对怨言，这个成为我们作领袖的面对怨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请你看十六章百姓

的怨言，十六章第三节，「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

足；你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 」原来他们肚子饿了。这个

怨言再出现在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二节，所以这个叫怨言之章。《民数记》

十四章说，百姓十次的埋怨，十次的试探，在整个过程里面可能有很多次的怨言，因此

我称十六章为怨言之章。这个怨言很可怕，它有传染性；这个怨言很可怕，它会变成一

种咒诅，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三节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你把我们

带到旷野来，是要我们饿死在旷野啊。所以我从这一章圣经里就领受到一个真理：有时

候我们的怨言就成为我们终生的咒诅。结果百姓怎么样，百姓真的死在旷野了。所以这

个怨言之章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警惕，不要让你的怨言成为你一生的咒诅。 

  

 2) 摩西面对怨言的心态 

     耶和华的响应 

  (1) 听见怨言（十六 9）： [我们算什么?] 

然后摩西怎么样面对这些怨言呢？摩西怎么样面对怨言我觉得很重要，第九节你看，摩

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

的怨言了。 』」我想这个是一个教育。让百姓知道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因

为摩西说：我们算什么，你们是向神发的，神听见了。作领袖的可能也可以这样疏解自

己的压力，知道说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软弱过失，所有的怨言都是向神发的，神知道。

当然我们也要教导百姓。在这个十六章到汛的旷野的时候，他们发出很多的怨言。 

  

  (2) 应许赐粮（出十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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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有肉 （出十六 12～13 -- 鹌鹑）  

      ※早晨有食物（出十六 12 ～ 35 -- 吗哪）  

     「吗哪」 (What is it ?)  

              收取食用之例 

              安息日教导（出十六 4 ， 28 ）  

              世代的见证（出十六 31 ～ 35 ）  

       ※赐粮食的目的（出十六 12 ）  

       ※新约的批注 (约六 31～32，49 ～ 51 ；林前十 3 ；来九 4)  

神听见怨言，神赐给他们粮食。十六章的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五节，晚上有肉，早上有吗

哪，所以神还是要解决他们的需要。有时候我们有一个不太好的过程，我们用怨言来求

神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用祷告祈求来求神解决困难，反而是用怨言呢？这是

我们的一个警惕。 

  

3. 利非订（出十七 1～17）：（靠近「神的山」出十七 6 ；出十八 5 ；出十九 2 ）  

 1) 缺水事件 -- 内敌  

  (1) 百姓的怨言（出十七 1～3）  

  (2) 耶和华的响应（出十七 4～7）  

  (3) 失败的记号：怨言--争闹  (米利巴 ) -- 试探 (玛撒) 

十七章他们在利非订，请看第一节，他们按着站口从汛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订安营。

百姓没有水喝，很自然的反应又是埋怨，所以我们要学习除去所有的怨言之声。记得，

这个怨言是向神发的。我们要用祷告、祈求、等候来求神解决这些困难。这个缺水的事

件是内敌，百姓当中的一种情况。 

  

  2) 亚玛力事件--外患 (参考：出二十五 17 ～ 19)  

  (1) 战略（出十七 8～10）  

  (2) 战况（出十七 11～12）  

  (3) 战果（出十七 13～16）：耶和华尼西-- 旌旗 ， 参考诗篇六十篇 6 节 

请你看十七章的第八节，那是外患─ ─ 亚玛力人。当他们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也有

外面的敌人。所以神的百姓是相当困苦的，在这个旷野里面。作领袖的也是相当困苦的，

他不但要面对百姓，里面的，还要面对外面的敌人。第八节提到，亚玛力人来攻击他们。

摩西在这里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团队，他让約書亚去带领争战，可是呢请你看第十节，摩

西、亚伦、户珥都上了山。他们在山上祷告。所以，面对这个外患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团队，一些是争战，一些是祷告，因此他就建立一个属灵争战的原则了。所以十七章让

我们看到摩西的智慧，怎么样面对百姓，怎么样面对外敌。 

  

 3) 摩西与叶忒罗重聚      （出十八 1～27）  

  (1) 摩西与亲人重聚        （出十八 1～7 ）  

  (2) 摩西见证神的作为    （出十八 8～12）  

  (3) 叶忒罗建议审讯制度（出十八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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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就出现叶忒罗了，岳父叶忒罗来跟摩西重聚，叶忒罗献了一个计策，摩西也很谦

卑接受这个计策。请你看一下叶忒罗的响应。叶忒罗观看了这个十灾，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十八章十一节，「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这个就是十灾的目的。法老应该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可是他没有。

所以在离开埃及前往西乃的过程里面，很多的神迹，但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有人没有办

法领受那个信息，有人领受到了那个信息。 

  

神学连贯 

 1.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见证神是历史的主宰 

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神学连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却是神所应许，

一定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这个离开埃及就说明神是历史的主宰。 

  

 2. 漂流旷野是一个教育过程 

离开埃及第二点，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有一条近路，有一条很容易的路；可是呢也有

一条远路，有一条比较困难的路。若是神带领百姓走近路的话，他只是带领一群没有受

过教育，没有受过雕塑的百姓进入迦南地。以后这群百姓在迦南地还是会产生同样的问

题。所以整个漂流旷野其实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求神帮助我們体会到神的引領有时候是

要帶出一个教育的。 

  

 3. 两个礼仪：逾越节和除酵节，预表了新约基督的救赎工作. 

第三个神学连贯是讲到两个礼仪，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除酵节。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的时候，第一个神做的就是透过这个羔羊来遮盖他们；第二个人要做的就是除酵节，把

他们的罪，神不喜悦的都除去。所以在救恩的成就里面，神有他的责任。人呢？人也要

满足神的要求，按神的吩咐而行。 

  

课后作业 

1. 读出埃及记十九至二十四章. 

 

2. 查考下列经文， 写出新约对基督就是那被杀羔羊的看法： 林前五 7； 约一 29， 36； 

彼前一 19； 来九-十章 

 

3. 根据出十六至十七章, 写出二点有关 [怨言] 的可怕性; 又列出摩西处理怨言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