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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出埃及记 
若歌教会，2021 冬季主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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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与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也称之为律法书。源于“妥拉”／TORAH 

“妥拉”的字根的意思：教导、指示、律法，还有投掷、命中目标 

“妥拉”的中文翻译：律法 

 

“摩西五经”： 

 

1. 创世纪： 神的创造、人类的起源、和神救赎的开始，对以色列先祖的拣选； 

2. 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为奴之地，和以色列立约； 

3. 利未记： 规范以色列社会的典章律例； 

4. 民数记： 出埃及记离开西乃山后的历史； 

5. 申命记： 当摩西离世前的告别演说，重申神的律法和诫命。 

 

出埃及记的主题：拯救、立约与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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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作者：摩西 

 

出埃及记本身的佐证： 

 

17:14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

约书亚听。”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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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7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 

 

出埃及记的主要素材来自于摩西，但应该是由后来的编辑者润色和编辑： 

 

• 申命记 34 章，摩西完成他的告别演说后，记载“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 

——表明有一位编辑者来编辑摩西的手稿。 

 

• 民数记 12:3，记载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挑战摩西的权柄的时候，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

人。”显然这不可能是摩西自我评价，应是出于编辑的评语，但也是出自于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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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的年代 

 

基本上认为以色列出埃及是发生在公元前 1446年。 

 

1) 依据列王记上 6:1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

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的记载，所罗门王四年（公元前 967 年）是出埃及之后的 480 年，因

此出埃及是在公元前 1446年。 

 

2) 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事件，与考古学上的古埃及历史吻合 

 

3) 历史文献指出，公元前 1380到 62年间，有外来的哈必鲁人（Habiru）进攻迦南地，这时间与约书亚

记及士师记进攻迦南的年代相符。 

 

哈必鲁人／Habiru：游牧民族，没有家的人，居无定所，到处流窜的人，发音类似希伯来人。埃及人称

以色列人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很少称自己为希伯来人。 

 

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前往迦南应许之地。在迦南，亚伯拉罕居无定所——哈必鲁（“亚伯拉罕因著信，

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因著信，就在所

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棚，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希伯来书 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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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段落大纲 

 

本书可分为六大段： 

 

第 1 章 本书卷的前言和背景 

第 2-6 章 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7:1-13:16 十灾：审判与拯救 

13:17-15:21 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 

15:22-18:27 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试炼 

第 19-40 章 十诫的颁布、神与以色列百姓的立约、会幕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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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为奴（第 1 章） 

雅各家族下埃及的家谱（1:1-5） 

 

支派 雅各家谱 所生 

流便 长子  

利亚 
西缅 次子 

利未 三子 

犹大 四子 

但 五子 
辟拉 

拿弗他利 六子 

迦得 七子 
悉帕 

亚设 八子 

以萨迦 九子 
利亚 

西布伦 十子 

以法莲／约瑟幼子 

玛拿西／约瑟长子 

十一子 

为约瑟 拉结 

便雅悯 十二子 
 

参考： 

 

• 1:1-4， 创 35:22-26 

• 1:5，  创 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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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为奴（第 1 章） 

2．约瑟那一代过世了（1:6-7） 

 

背景： 

• 1:6， 创 50:26 

• 1:7， 创 1:28 

 

1:6“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旧的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开始了。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满了那地”，神的祝福和应许的应验： 

 

• 给亚当的吩咐（创 1:28） 

• 对挪亚（创 8:17；9:1，7） 

• 对亚伯拉罕（创 17:2-6；22:17） 

• 对以撒（创 26:4）及雅各（创 28:3，14；35:11；48:4） 

 

出埃及记的主题之一：神的恩典和应许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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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为奴（第 1 章） 

埃及新王强迫以色列人服苦役（1:8-14） 

 

出埃及记的背景：为什么以色列要离开埃及？ 

 

1．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视以色列人为威胁（1:8） 

2．法老和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看以色列人为奴隶（1:9-15） 

3．以色列人人数越发加增（1:12） 

 

法老王要杀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以色列陷入生存危机（1:15-22） 

 

1．法老命令接生婆杀男婴（1:15-16） 

2．接生婆因敬畏神而抗拒法老之命（1:17-19） 

3．神赐福与接生婆（1:20-21） 

4．法老要民众将男婴投入尼罗河（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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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第 2 章，危难中的盼望 

 

摩西的诞生（2:1-10） 

 

1．摩西出生在一个利未的家庭（2:1-2） 

2．摩西被丢弃在尼罗河中（2:3-4） 

3．摩西神迹式的获救（2:5-10） 

 

婴孩摩西： 

 

和合本： 见他俊美 

NASB： He was beautiful 

NIV：  He was a fine child 

NIV：  At that time Moses was born, 

and he was no ordinary child. 

（使徒行传 7:20） 

 

2:1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 

2:2  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 

2:3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

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 

2:4  孩子的姐姐远远站著，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2:5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

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 

2:6  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

“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 

2:7  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

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 

2:8  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 

2:9  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

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 

2:10  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她的儿

子。她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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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第 2 章，危难中的盼望 

 

摩西的领袖品格（2:11-25） 

 

1．摩西第一次主持正义（2:11-12） 

2．摩西第二次主持正义（2:13-14） 

3．摩西逃往米甸居住（2:15） 

 

 

2:11  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

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 

2:12  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2:13  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

说：“你为甚么打你同族的人呢？” 

2:14  那人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

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

知道了。” 

2:15  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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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第 2 章，危难中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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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第 2 章，危难中的盼望 

 

摩西的领袖品格（2:11-25） 

 

1．摩西第一次主持正义（2:11-12） 

2．摩西第二次主持正义（2:13-14） 

3．摩西逃往米甸居住（2:15） 

4．摩西第三次主持正义（2:16-20） 

 

摩西在米甸结婚生子（2:21-22） 

 

以色列人的苦状与哀告，和神的回应

（2:23-25） 

 

2:16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她们来打

水，打满了槽，要饮父亲的群羊。 

2:17  有牧羊的人来把她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她们，又饮了

她们的群羊。 

2:18  她们来到父亲流珥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

呢？” 

2:19  她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

们打水饮了群羊。” 

2:20  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甚么撇下他呢？你

们去请他来吃饭。” 

2:21  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坡拉给摩西为妻。 

2:22  西坡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革舜，意思说：“因

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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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摩西成为基督的预表 

 

预表： 

• 将来要发生的事，以现在的事预先表示出来； 

• 旧约时代的人和事除了本身历史性的意义以外，还隐含着未来的意义，与新约时代的人和事前后呼应。 

 

摩西的出生预表基督的出生： 

 

1) 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在苦况为奴的困境中，他们别无拯救，只有来哀求神。摩西的出生就成为神拯救祂

百姓的器皿。耶稣基督也是如此（马可福音 1:21）。 

2) 摩西的出生是在法老王要灭绝以色列男婴的危难的时期，而耶稣出生的时候使得当时的君王希律王也同

样命令杀害两岁的男婴，这也使得婴儿耶稣的存活面临威胁。而二者都在困境中神迹般的获得拯救（马

可福音 2:13）。 

3) 摩西是神所拣选、所差派的来拯救神的百姓，但却被他的同胞拒绝；耶稣是神所设立、所差派的来拯救

人类，也受到他的同胞拒绝。 

 

结论：神使用摩西拯救祂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是预表将来那位真正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在末世所要带

来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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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3:1-4:17，神的呼召与摩西的回应，神的自我启示 

 

一、神个人的启示（3:1-6） 

二、神对摩西的呼召（3:7-10） 

三、摩西第一次的拒绝与神的回应（3:11-12） 

四、摩西第二次的拒绝与神的回应（3:13-22） 

五、摩西第三次的拒绝与神的回应（4:1-9） 

六、摩西第四次的拒绝与神的回应（4:10-12） 

七、摩西第五次的拒绝与神的回应（4: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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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3:1-4:17，神的呼召与摩西的回应，神的自我启示 

 

摩西的假设性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 差摩西来的这一位神的本质和本性是如何？ 

 

创世纪已经记载耶和华这个名字显明给以色列的先祖： 

 

• 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

华必预备”）。 

• 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到了伯特利，夜里他做梦看见异象，

看到一个梯子通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和华在这里我竟

不知道。 

 

旧约圣经，在犹太人和古代近东人他们的观念里面，名字是一个

人的本质和本性的一个表达。 

 

• 在以色列百姓所处的危机当中，神的名对他们有什么意义。 

• 以色列民所认知的神是他们先祖的神，那么这跟现在的他们

有什么关系？ 

3:14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

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

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

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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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们这里来。’”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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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

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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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3:1-4:17，神的呼召与摩西的回应，神的自我启示 

 

神的回答：3:14-15 

 

中文：我是自有永有的 

英文：I am who I am（直接翻译：“我是那一位我是”） 

 

• 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神的名，是由 4 个子音组成：YHWH 

• 犹太人以“主” 来取代神的名（希伯来文：Adonai） 

• 犹太人把母音就加到 YHWH 里面，成为：Jehovah ->Joseph

（中文翻译：耶和华） 

• YHWH 的中文发音：雅威（Yahweh）。 

 

YHWH 和 I am who I am 是一个双关语： 

 

• YHWH 是从希伯来文的“to be”动词的字根所发展出来的一

个未完成式 

• YHWH 英文翻译：“he is”/“he will be” 

 

3:14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

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

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

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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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们这里来。’”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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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

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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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3:1-4:17，神的呼召与摩西的回应，神的自我启示 

 

神的回答：3:14-15 

神的名呼应 3:12 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给摩西的应许：“我必与你

同在”（I will be with you） 

 

• 摩西的问题：你的名内在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 

• 神解释他的名是雅威：我是因为我是 

o 神是自有永有的一位神 

o 神的本质就是存在，祂的存在是自我存在，并且祂是永存

的；神不依赖任何外来的因素 

o 因此： 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神， 

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一位神， 

神是始终如一的一位神。 

 

 

3:14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

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

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

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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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们这里来。’”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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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

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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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3:1-4:17，神的呼召与摩西的回应，神的自我启示 

 

神的回答：3:14-15 

神的名呼应 3:12 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给摩西的应许：“我必与你

同在”（I will be with you） 

 

神以祂的名的意义向以色列民表明： 

 

• 神要与祂的百姓同在，无论他们在哪里，神也在那里，无论

在什么地方，神都与他们同在； 

• 从他们祖宗的时候开始，一直到如今，神是不改变的与祂的

百姓同在。 

 

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记得神的这个名字——神的百姓要世世代

代赞美神，称颂神、敬拜神。 

 

3:14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

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

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

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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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们这里来。’”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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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

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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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3:1-4:17，神的呼召与摩西的回应，神的自我启示 

 

摩西死后，神拣选约书亚继续带领以色列民，神同样应许约书亚 

：与他同在（约书亚记 1:6-9：“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

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

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

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

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

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

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3:14 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

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

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他叫甚么名

字？’我要对他们说甚么

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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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们这里来。’”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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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

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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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 2-6 章） 

4:18-6:30，摩西与法老 

 

耶和华神再次向摩西启示祂自己（6:2-8） 

 

为什么亚伯拉罕亚、以撒、雅各没有能够深刻体会到

他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个字的含义？ 

 

 

6:2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6:3  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

的 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6:4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

南地赐给他们。 

6:5  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

也记念我的约。 

6:6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

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

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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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 

6:8  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

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

业。我是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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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16，十灾：审判与拯救 

十灾的文学结构 

系列 灾祸 经文 内容 神对法老的事先警告 

I 

一 7:14-25 
尼罗河水

变血之灾 
7:16 

二 8:1-15 青蛙之灾 8:1 

三 8:16-19 虱子之灾  

II 

四 8:20-32 苍蝇之灾 8:20 

五 9:1-7 畜疫之灾 9:1 

六 9:8-12 生疮之灾  

III 

七 9:13-35 冰雹之灾 9:13 

八 10:1-20 蝗虫之灾 10:1-4 

九 10:21-29 黑暗之灾  
 

结构表达形式： 

 

• 九灾的每一灾之前都是以耶和华神指示摩

西如何行为开始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 每一个系列的前两灾都有法老王的事先警

告，第三灾则没有 

 “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事奉

我。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 

• 每一个系列的第一灾（第一、四、七灾）

神对摩西的吩咐都有时间的提示： 

“明日早晨”、“你清早起来”、“你清早起来” 

 

目的： 

1. 每一系列的灾，有如一波又一波的有规律的、寸步不放松的审判的波浪，向法老王袭击而来。最初的审

判之前还有警告，之后就是没有警告的审判，到最后就是更大的刑罚，显明神的能力。 

2. 为了教诲中的记忆的方便：以色列要一代一代向他们的子孙诉说和传讲神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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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16，十灾：审判与拯救 

十灾的神学意义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

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

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4:21-23） 

 

1. 十灾是耶和华神为以色列发动的救赎之战。神以以色列是神的长子的表达方式，表明神对以色列所具有

的拣选的爱。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基于祂对以色列选民的爱。因此这场争战是神亲自来争战得胜。 

 

2. 十灾的目的，乃是要向埃及人，也是向以色列人彰显神的权能，好叫他们认识耶和华神，是创造者，掌

管宇宙万物；祂是全地的真神，是有绝对的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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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歌教會主日學:舊約綜覽 (I) [國語] (2021 冬季) 

https://school.rccc.org/courses/2021-winter-old-testament-I 

 

全部课程讲义和视频内容资料： 

https://sites.google.com/rccc.org/biblical-survey/home 

 

 
 

 

 

https://school.rccc.org/courses/2021-winter-old-testament-I
https://sites.google.com/rccc.org/biblical-survey/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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