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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P查經法	

聖經是神不變的真理，它是拯救全人類的基石及基督徒生活的指標；故此我們應該花時間

來研究神的話語。	

最重要的是，研究聖經不應停留在頭腦上的知識。作為基督徒，我們也應把學到的真理應

用在日常生活上，藉此體驗神真理的正確性及能力，因而改變我們的品格。此外，讀經者

不應是唯一的受益者，他們也應當成為周圍的人的祝福。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便研發了 iEXP 查經法。iEXP(I	Experience)意指「我的體驗」。這是

一種體驗性的查經法，涉及四個步驟。第一步是「仔細察看」，i 是代表眼睛。第二步是

「小心解釋	」“Expound”	 (E)。第三步是「盡心行道	」“Exercise”	 (X)，意即把真理應用在

日常生活上。最後一步是「勇敢見證」	 “Proclaim”	 (P)，以口述的方式向別人見證明真理，

藉此建立非信徒及信徒的生命。	

1) 「仔細察看」	“Eye”	(“i=Eye”)	

研讀聖經的人必須用功才可明白神的心意，簡單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仔細察看。昔日，

庇哩亞人「天天考查聖經」（徒 17：10 至 11），i
為要認識聖經真理。「考查」，ii

正是仔細察看的意思。

iii	iEXP查經法的第一步是「仔細察看」	“i=Eye”。	

a) 「文體」	 “Genre”：藉著我們的眼睛，我們仔細察看經文。聖經是由不同文體寫成

的，如律法	“Law”、敘事	“Narrative”、詩歌“Poetry”、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

及書信“Epistles”	等。	iv	
由於詩歌、敘事、預言及書信所強調的重點及中心皆有不

同，故此理解及解釋的方向及方式是有差異的。

v	

b) 「時刻」	“Occasion”：當研讀某處經文時，要仔細察看與時間有關的數據。	

c) 「地點」	“Location”：讀經者要仔細觀察事件是在甚麼地點發生的，這是有助解開

經文的來龍去脈。	

d) 「人物	」	“Character”：當研讀某處經文時，那段經文有甚麼主要的人物呢？	

e) 「言行」	“Action”：主要人物說了甚麼，他們作了甚麼，這也是仔細察看必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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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使徒保羅叮囑年青同工提摩太要按著正意分解神的真理（提後 2：15），意即要謹慎

的解釋聖經。

vi	iEXP查經法的第一步是「小心解釋	」“Expound”。	

a) 「上文下理」	 “Context”：原文聖經是由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寫成的。關乎解經，有

傳道人幽默說：「無論你認不認識原文，最重要的是上下文。」一節經文可以是與

整章及整卷經文緊扣在一起的，甚至是聯繫整本聖經的。故此，解釋經文絕不可忽

略它的上文下理。	

b) 「以經解經」“Comparison”：有些經文是十分難明的，但我們可以從其它經卷找

到線索，因而作出合理的推斷及解釋。由於六十六卷聖經是連結起來的，那麼以經

解經是十分重要的。	

c) 「參考註釋」	“Commentary”：聖經學者窮一生的精力來研究原文及聖經，那麼在

解釋聖經時，我們是必須參考篤信聖經學者的著作，以致我們能更精準的解釋聖經。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盡心的愛神及愛人是聖經最大的誡命（可 12：29 至 31），vii
這應是基督徒在世上操

練的真理。iEXP 查經法的第三步是「盡心行道	」“Exercise”。操練敬虔，viii
把認識及

明白的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意即聽道行道乃是查考聖經最終的目的。	

a) 經歷真神：當明白神的心意後，讀經者或研經者應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神，藉此加

深他們對主的認識。	

b) 人際關係：通過研經我們可進深認識人的問題及軟弱，以此為鑑，小心提防自己

也可墮入聖經人物的錯謬裡。由於人的瑕疵，我們難免有意無意的傷害別人，那麼

彼此饒恕是必須操練的真理。在人際關係方面，我們應依照聖經的教導來建立別人，

並且以無私的心來關愛別人。	

c) 個人信仰：當研經後，非信徒是可以把學習的真理應用在生活上，因而經歷聖經

真理是真確的，他們也可體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最終叫他們接受救恩及跟隨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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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至於基督徒，真理能叫他們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也可應用聖經原則來

建立自己的品格；此外，這些真理也可成為他們在教會生活及事奉的基石及原則。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通過操練真理，信徒必然可經歷神。當研經者經歷到神及明白真理後，我們便應效法

初期教會的信徒勇敢的向非信徒及信徒作見證。

ix
通過口傳的方式，向未認識耶穌基

督的朋友見證主是又活又真的神，也以此來建立主內信徒。iEXP查經法的第四步是

「勇敢見證」	“Procl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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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出埃及記緒論	

1. 寫作時間：	

在寫作時間方面，聖經學者主要有兩種說法：	

a) 在主前 1446 年：學者認為所羅門王是在主前 966 年建聖殿的，並參考列王紀上

6：1 的記載，所羅門是於以色列人出埃及後建殿的，藉此推算，摩西是於主前

1446 年帶領百姓離開埃及為奴之地的（966+480）。如此推論，以色列人是在埃

及第十八王朝離開當地的（主前 1508 至 1314 年），那麼，杜得模西士三世

“Tuthmosis	 III”（主前 1504 至 1450 年），就是逼迫以色列人的王；而亞門諾斐

斯二世“Amenophis	 II”（主前 1450 至 1426 年），乃是被神以十災擊打的君王了

（參考 2：15，23；3：10）。這種推算法是一般保守學者所接受的。	

b) 在主前 1290 年：這種講法認為以色列人是在主前十三世紀時離開埃及地的，意

即於主前 1290 年前後。這派學者以 1：11 所提及的「蘭塞」城，是以第十九王

朝的開創者「蘭塞一世」“Rameses	I”（主前 1314至 1312年）所命名的；故此，

以此推算，欺壓以色列人的是塞提一世“Seti	 I”（主前 1312至 1289年），容讓百

姓離去的乃是蘭塞二世（主前 1290至 1224年）。並且這派學者以考古學家的發

現，迦南地於主前十三世紀被許多外敵入侵，眾多城邑被燒毀，遺下戰爭的痕跡，

便斷言這是約書亞及大軍入侵之故。贊成摩西是在 1446 年領百姓出埃及的學者，

有以下幾方面的回應：	

i) 第一，「蘭塞」城“Rameses”原可寫作“Raamses”，而蘭塞王可寫作“Rameses”

或“Ramesses”。那麼，「蘭塞」城不一定以君王的名稱命名，這城的存在可

早於蘭塞王之前。

x	

ii) 第二，戰爭所遺下來的痕跡，也可以出自非利士的軍隊，或由於約書亞的軍

隊繼續征討迦南地之故。	

iii) 第三，「蘭塞」（1：11）這名稱也許是後人加上去的，因為在創世記也有

類似的事例（創 47：11）。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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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卷作者：	

雖然新派學者以不同的論據，試圖推翻摩西五經是出自摩西的手筆，但「外證」及

「內證」皆顯示五經是源自神人摩西的。	

a) 外證：自約書亞時代開始，出埃及記已被公認為摩西的著作（對比出埃及記 20：

25 及約書亞記 8：30 至 32）。許多聖經內的作者皆以這書卷為摩西的著作，如

瑪拉基（4：4）、眾門徒（約 1：45）、保羅（10：5），包括了主耶穌親身的

見證（可 7：10；12：26；路 20：37；約 5：46，47；7：19，22，23）。並且

根據撒瑪利亞及猶太人的傳統，也以摩西為這書卷的作者。	

b) 內證：出埃及記內，有許多篇幅皆與摩西有關（15 章；17：8 至 14；20：1 至

17；24：4，7，12；31：18；34：1 至 27）。書卷作者的慣常做法，在事件發

生後，隨即把它記下，正是作者在其餘四本書卷（創，利，民，申）的處理手法。

作者熟悉埃及地的風土人情，可見他是一博學者；此外，在書中看見文學的造詣

及學問，顯示作者一定是一位大有學問的人。摩西在埃及宮中生活及接受高深的

教育，以他的背景及修養，是記錄出埃及事蹟的首選人物。

xii	

3. 書卷名義：	

希伯來人以這書的首句，「他的名字」“weelleh	 shemoth”為其書的名稱。中文及英文

聖經則根據七十士譯本的譯名“Exodos”取其名稱，這字翻譯作「出來」，正好是這書

卷的主題，以色列人蒙神的恩待，藉摩西脫離埃及人的苦待，逃離苛刻的政權。

xiii	

4. 重要字眼：「救」（3：8，6：7…），「拯救」（6：6，14：30；15：3…）。這兩

組字眼正好說出這書卷重要的內容。	

5. 書卷重點：	

a) 釋放：頭五章經文主要論述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奴役及被神釋放的事件。以色列人

寄居異鄉，最終被外邦政權所奴役，失去自由及人基本的尊嚴，但神卻興起神人

摩西成為選民的拯救，釋放及讓他們得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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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律法：神將律法賜下，讓其選民獲知祂的旨意及標準。以色列國與世上的邦國有

異，因為神把律法賜下，藉此叫他們可認識至高者的標準，並且以此進深認識這

位宇宙獨一的大能者。	

c) 盟約：神與選民定下盟約，簡稱「摩西之約」或「西乃之約」，為六百多年前神

與亞伯拉罕及其後裔之約的延續（參考 19：7至 8）。	

d) 同住：在出埃及記內，看見神拯救其子民的工作，不單如此，至高者更與卑微的

人同居，神以雲柱火柱引導百姓，這是最好的明證了（40：34至 38）。xiv	

6. 聖經地位：	

a) 與創世記的關係：	

i) 故事的延續：創世記的末後，告訴讀者雅各及家人移居了埃及，以約瑟死在

異鄉為結束；出埃及記則告訴我們以色列人日後的際遇及經歷，這書是創世

記的延續。	

ii) 敗壞與救贖：創世記把人類始祖犯罪的過程及後果列舉出來；出埃及記卻把

以色列人落在異鄉，深受埃及人欺壓同胞的苦況記述下來，由於選民向神呼

求，神便藉摩西成為百姓的拯救者。	

iii) 家庭與民族：創世記主要記載有關亞伯拉罕、以撒及雅各的事蹟，這是以色

列人始祖的歷史，家中的長子便自然成為家庭的祭司。雅各的一家經過多年

移居埃及後，人口增多，已由一個家庭演變成一國度，神釋放其子民後，揀

選利未支派為事奉的代表，以亞倫的後人成為以色列國的祭司。在創世記看

見家庭的祭壇，在出埃及記則出現了會幕的祭壇。	

iv) 新人與新國：雅各是一極自我中心的人物，但神卻藉環境及他所遭的際遇模

造這人的生命，雅各到年老髮白時，成為「新人」，因為生命被神雕砌後，

進深的認識這位自有永有者。出埃及記把以色列成為一邦國的歷史清楚記錄

下來，藉著神的拯救及保守，這民族竟成歷史一個「新國」。	

b) 與利未記的關係：出埃及記以神的榮光充滿會幕為終結，利未記的首句是「耶和

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可見兩者是相連的。	

c) 與約書亞記的關係：出埃及記是記述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地，約書亞記則記載選

民進入應許地的實況。單單只有離開苦況，沒有進入神所賜豐富之地，是不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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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把兩本書放在一起看時，便發現神的心腸肺腑，祂不但拯救人，更領人進

入豐富之地。	

d) 與加拉太書的關係：出埃及記把神釋放以色列人、使他們重獲自由的事件記述下

來，這是在生活上重新得著自由；在加拉太書裡，告訴信徒一件難能可貴的事，

就是信靠基督的人得著真正的自由，這是靈性的自由。

xv	

7. 神學觀念：	

a) 究竟神的預知與神的預定有甚麼關係呢？	

b) 是神預知人會相信祂，因此祂預定人得救嗎？	

c) 甚麼是自由意志呢？神會介入的自由意志嗎？	

d) 在出埃及記內，神的救贖工作有甚麼特別之處？	

i) 神的預知與預定：是否神預定法老臣僕心裡剛硬呢（10：1）？是不是神預

知法老及其下屬硬心不肯悔改，故此讓他們繼續硬心下去呢？	

a) 不是被動：神既是全知的，因此祂可預知一切事情，包括所有未發生的

事故。若說基於神預知一切，意即知道人類的取向，才把結局定下來，

稱之為神的預定，是極其不合真理的講法；因為這樣說，神在歷史中便

是被動的，受造之物成為主動，事情由被造者所定及控制，那麼神便不

是至高者，間接及直接地否定了神在歷史中的主權。	

b) 自由意志：神不是預定法老及臣僕剛硬不肯悔改，因為神絕對不會控制

人的自由意志。法老剛硬不願悔改，是基於個人硬心之故，聖經如此說，

為要表明神在歷史中掌權（10：1），祂仍是宇宙萬物中的主宰。這樣說

法，意即神容讓法老硬心，不是指神要控制他的自由意志，以致他無法

悔改。	

c) 人的自由意志：神給人類自由意志，祂可影響人的思想，但絕對沒有把

其制肘，否則人就變成機械人，完全沒有自由；此外，若至高者控制了

人的思想，任何決定皆不是出於自己的話，那麼，神便沒有資格來審判

人了！	

ii) 神的救贖：在神救贖的大行動中，看見祂的計劃十分周詳，在這救贖計劃中，

願意人可復得昔日曾失落的榮耀及快樂。始祖因犯罪而虧缺了神的榮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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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可再事奉神，現今以色列民再蒙神的應許，可成祭司，意即可復得祭司

的職事（19：6），並且復得神榮耀的同在（40：34），還可得著神在律法

的啟示，過著合神心意聖潔的生活（19：6），在地上愛神、愛人（出 20：1

至 17；可 12：30至 31），這是律法的精義，顯出神的救恩是何等完備呢！	

8. 書卷大綱	

a) 神的救贖（1：1至 18：27）	

i) 蒙救贖的需要（1：1至 22）	

a) 選民的增多（1：1至 7）	

b) 選民的苦楚（1：8至 14）	

c) 滅族的危機（1：15至 22）	

ii) 神選召救贖者（2：1至 4：31）	

a) 摩西蒙拯救（2：1至 10）	

b) 摩西的過失（2：11至 22）	

c) 選民的哀求（3：1至 4：17）	

d) 摩西蒙呼召（4：18至 26）	

e) 摩西被接納（4：27至 31）	

iii) 以色列蒙救贖（5：1至 15：21）	

a) 摩西以言語挑戰法老（5：1至 6：9）	

b) 摩西以神蹟挑戰法老（6：10至 7：13）	

c) 摩西以十災挑戰法老（7：14至 11：10）	

d) 神藉羔羊拯救以色列（11：11至 13：16）	

e) 神以能力拯救以色列（13：17至 15：21）	

iv) 在曠野蒙保守（15：22至 18：27）	

a) 在饑渴中的保守（15：22至 27）	

b) 在饑餓中的保守（16：1至 36）	

c) 在饑渴中的保守（17：1至 7）	

d) 在戰爭中的保守（17：8至 16）	

e) 在混亂中的保守（18：1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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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的啟示（19：1至 40：38）	

i) 舊約的啟示（19：1至 31：18）	

a) 預備選民（19：1至 25）	

b) 啟示律法（20：1至 26）	

c) 典章內容（21：1至 23：33）	

d) 摩西登山（24：1至 11）	

e) 神的會幕（24：12至 27：21）	

f) 神的祭司（28：1至 29：46）	

g) 約的設立（30：1至 31：18）	

ii) 子民的回應（32：1至 40：38）	

a) 子民的毀約（32：1至 1至 6）	

b) 摩西的代求（32：7至 33）	

c) 再次的懇求（32：34至 33：23）	

d) 再次的立約（34：1至 35）	

e) 百姓的遵從（35：1至 40：33）	

f) 榮光的彰顯（40：34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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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救贖與救贖者（1：1至 4：3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為何不認識約瑟的新王因以色列人懼怕起來呢（1：1至 14）？	

2. 在甚麼事情上看見收生婆是敬畏神的婦人呢？神又怎樣賜福她們（1：15 至 22）？	

3. 摩西的雙親是甚麼人？摩西被父母送走時有多大呢？父母把他送走呢？摩西的名

義是甚麼？他是怎樣長大的（2：1至 10）？	

4. 年青時，摩西犯了甚麼大錯呢？有何後果（2：11至 25）？	

5. 何處是何烈山（3：1）？	

6. 神為甚麼向摩西顯現呢（3：1至 22）？	

7. 摩西以甚麼理由推卻神的呼召？耶和華又怎樣回應呢（4：1至 17）？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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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為何不認識約瑟的新王因以色列人懼怕起來呢（1：1至 14）？	

a) 眾多的人數：根據學者的推斷，雅各是約在主前 1875年扺達埃及的，xvi
那時

他一家只有七十人（1：1），於 1446年離開埃及為奴之地。參照民數記 1：

46 的計算，不連利未人在內，以色列男丁有 603,550 人，xvii
那麼聖經學者保

守估計，連同婦人及孩子，百姓總人數約有二、三百萬人。換言之，在四百

多年寄居異鄉中，以色列人實在是生養眾多，難怪叫埃及法老也懼怕起來。

以色列人生命力很強（1：19），在逼迫及困苦中，卻人數竟多起來（1：

13）。	

b) 與外敵聯合：埃及王怕在戰爭中，以色列人與敵人聯在一條陣線上，反過來

攻擊他們（1：10）。	

c) 怕失去勞工：最後，埃及人怕失去大量廉價勞工（1：10），使他們在經濟

上受損害。	

2. 在甚麼事情上看見收生婆是敬畏神的婦人呢？神又怎樣賜福她們（1：15 至 22）？	

a) 不向惡勢力低頭：	

i) 滅族行動：邪惡的法老王下令把所有剛生下來希伯來的男嬰全數除掉，

這是一個攔阻以色列人口增加的惡計，長遠來說，這是一個變相滅族的

行動。兩位收生婆，施弗拉及普阿，堅決不聽從惡王的命令。	

ii) 收生婆：「收生婆」，原文即「那些協助生產的」，以現代的術語來說，

她們是「協助婦女生產的醫護人員」。這兩位收生婆被法老傳召到來，

因為她們失職，沒有把男嬰除掉。從聖經的記載中，兩位收生婆的解釋

似乎有點不合理，因為生下來的男孩子皆可把他們殺死；有某學者的解

釋，認為這兩婦人故意遲延前往生產婦人的家中，讓男孩的父親可趁機

把剛生下來的男嬰收藏起來。

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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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顧念同胞的性命：	

i) 愛的流露：法老實在是一惡毒無道的君王，他竟命令希伯來的收生婆來

除滅自己的同胞，但施弗拉及普阿皆是敬畏神的婦人，沒有聽從王的計

謀，因為她們顧念自己的同胞，這是愛的流露。	

ii) 成立家室：神記念這兩位婦人的擺上，因為她們連自己的性命也不顧惜；

故此，神讓這兩位女子可以成立家室（1：21）。	

3. 摩西的雙親是甚麼人？摩西被父母送走時有多大呢？父母把他送走呢？摩西的名

義是甚麼？他是怎樣長大的（2：1至 10）？	

a) 雙親：摩西的雙親皆是利未人（2：1），他是一個百分百純正利未支派的後

人。摩西是一個容貌俊美的孩子，當三個月大時，雙親把他送走，因為無法

可把他收藏起來（2：2）。摩西的雙親都十分機智，法老下令把所有希伯來

男孩丟進河裡（1：22），從字句上他們沒有違抗惡王的命令，兩人真的把

孩子丟在河中，不過以防水的物料塗在蒲草箱上才把孩子丟在河裡（2：3）。	

b) 名義：摩西的名義是「拉出來」，意即「我把他從水裡拉出來」，這是法老

女兒替孩子所起的名字。由於沒有把法老女兒的名字記下來，所以不能確實

是誰，但一般學者推斷，這女兒或許是第十八王朝的夏西布斯女王“Queen	

Hatsheput”，昔日她還是一位公主。尼羅河是埃及人神聖的河流，埃及人相

信在這河裡洗澡會蒙神明庇佑；故此，許多婦女在這河畔洗澡。

xix
摩西的姐

姐向法老女兒建議，讓她替孩子尋找奶媽，得法老女兒同意下，她找了摩西

的母親來充當奶媽。學者認為摩西被乳養到兩三歲才被送返宮庭，費用則由

公主支付。

xx
摩西在埃及地過了四十歲宮庭的生活，學會了埃及人一切的學

問（徒 7：22至 23）。在此看見神奇妙的保守，摩西本是埃及地所厭惡奴僕

的孩子，但蒙神奇妙看顧下，竟被提升為埃及地的王子。	

4. 年青時，摩西犯了甚麼大錯呢？有何後果（2：11至 25）？	

a) 真正的身份：出埃及記沒有交待摩西如何獲悉自己真正的身份，深信這是來

自他的奶媽，自己的母親，也可能是從養母獲知真相的。摩西看見自己骨肉

之親被埃及人欺壓，以為沒有人看見，便動了血氣，把那埃及人處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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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可能被人看見或傳開，以致同族也獲知這事。由於法老也知道事情的真

相，便想除掉他，他便起來逃避法老的追殺。	

b) 逃避的過程：在摩西逃避法老的過程中，認識一位米甸人的祭司，由於曾協

助其女兒，這祭司便將七位女兒中的一位下嫁摩西；因此，摩西成為牧羊人。

牧羊的工作是埃及人所厭惡的（創 46：34），貴為一位王子，現今卻淪落為

一被埃及人所輕看的牧羊人，從他兒子名義，「因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

可見摩西是何等的失落。人從卑微中被升高或抬舉，是快樂的事情；相反，

人由高位墜下來，感受真是難以言宣。	

5. 何處是何烈山（3：1）？	

a) 西乃山：何烈山又名西乃山（3：1；18：5）。西乃山這名稱，可能與古時

閃族敬拜月神「辛」“Sin”有關，而何烈山則含有「荒涼之地」的意思。由於

以色列人在這山上獲取律法，故稱為「聖山」。嚴格來說，何烈山與西乃山

為同一地點，但在申命記內，何烈是指更廣大的範圍（4：10；9：8；18：

16）。	

b) 第一種講法：由於聖經所留下的資料不足，以致無法可準確地判定西乃山的

位置。以傳統的講法，何烈山位於西奈半島的南部，這地前西面的蘇彝士灣

及東邊的阿卡巴灣，由於山巒起伏，地勢險要，故此絕少人煙。在主後三世

紀已有人在此建造修道院，認為這就是摩西曾與神會面的地方。這裡有三座

山峰，極有可能是摩西登山面對面與神會面的地點。第一處為位於海拔 2244

尺的摩西山“Jebel	Musa”；第二處為位於海拔 2260 尺的加大利納山“Jebel	

Katarina”，這是西乃叢山最高的；第三處位於加大利納山西北約三十多公里

的撒堡山“Jebel	 Serbal”。反對這地點乃是西乃山的學者，認為這是埃及的屬

土，是挖玉採銅的礦場；故此，以色列人絕對不會留在埃及勢力的範圍近一

年之久。	

c) 第二種講法：第二種講法，認為西乃山是位於阿拉伯的西北面、阿卡巴灣的

東南面。由於這地是地震區，加上火山潛伏，隨時會有爆發的危險，與昔日

神頒佈律法時，出現密雲、雷轟、閃電、地震的現象有關；故此，推斷這便

是西乃山正確的位置了。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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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為甚麼向摩西顯現呢（3：1至 22）？	

a) 耶和華的使者：「耶和華的使者」（3：2），乃是「耶和華」（3：7），如

許多基要學者的意見，這是耶穌基督未降世前向人的顯現。火燒著荊棘，卻

沒有燒毀，實在是奇事。現今神向摩西顯現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b) 顯現之意義：藉著向摩西顯現，表明百姓的禱告已蒙應允。耶和華以幾個字

眼來形容祂是垂聽禱告的主，第一個是「看見」，第二個是「聽見」，第三

個是「知道」，第四個是「下來」（3：7，8）。神以幾個充滿動感的字眼

來帶出祂是何等關注子民的情況，祂不但「看見」子民的苦況，也是「聽見」

百姓的哀聲，藉此「知道」他們落在水深火熱中，單單看見、聽見及知道，

而沒有行動，是不切實際的，為要表示神是垂聽了百姓的祈求，「下來」拯

救子民，就是最佳的例證了。	

c) 百姓的拯救者：神告訴摩西，藉著他要成為百姓的拯救者（3：11）。神應

許與摩西同在，藉著他引領其百姓進入應許之地，好讓子民可自由的敬拜事

奉祂（3：12）。	

d) 祂就是耶和華：向摩西顯示，祂就是那自有永有者（3：14），就是以色列

的祖宗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祂就是耶和華（3：15）。	

e) 恩待以色列的好消息：囑咐摩西，要把神恩待以色列的好消息，告知民間的

長老（3：16）。	

f) 得著埃及地的財物：打發摩西及長老去見法老，要求法老容讓百姓離開埃及

地（3：18），並應許以神蹟奇事隨著他們，並得著埃及地的財物才離開此

地（3：19至 22）。	

7. 摩西以甚麼理由推卻神的呼召？耶和華又怎樣回應呢（4：1至 17）？	

a) 摩西推卻的原因：	

i) 百姓必不信任他，因為不相信耶和華曾向摩西顯現（4：1）。	

ii) 摩西認為自己既拙口笨舌，便不能成為神的代言人（4：10）。	

iii) 摩西竟大膽的向神建議，找別人代替他作神的代言人（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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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耶和華的回應：神將施行神蹟奇事的能力賜給摩西，通過三種不同的神蹟，

顯出源自神的本能。第一個神蹟是使杖變成蛇，第二個是醫治大痲瘋的神蹟，

第三個是水變血的神蹟（4：2至 9）。	

i) 摩西以自己沒有口才為理由，推卻神的揀選及呼召，神卻提醒誰是造人

的主宰，必把所需的口才加給他（4：11至 12）。	

ii) 摩西婉拒神的呼召，神如此氣怒，或許是基於摩西的悖逆（4：14）。由

於摩西的推卻，神便以亞倫作為祂的代言人，不但將口才賜給亞倫，也

將說話的口才厚賜摩西（4：14至 16）。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17 

第三課：摩西與法老王（5：1至 7：1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摩西及亞倫首次與法老會面後，埃及王有甚麼反應呢？隨後發生了一連串甚麼事

情呢	

2. 與法老第一次會面後，神又對摩西有甚麼吩咐？用意何在（6：1至 13）？	

3. 在第六章內，耶和華用了甚麼特別的字眼來稱呼以色列人呢？	

4. 摩西的雙親叫甚麼名字？兩人未成夫妻前，有甚麼關係呢（6：14至 30）？	

5. 為何在第六章內加插了以色列人的家譜呢？	

6. 神再次任命摩西作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時，神人以甚麼作為藉口來推卻神呢（6：

1至 7：13）？背後有何因由？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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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摩西及亞倫首次與法老會面後，埃及王有甚麼反應呢？隨後發生了一連串甚麼事

情呢？	

a) 首次的會面：	

i) 兩人的請求：「守節」（原文編號 2287），含有「守節」或「朝聖」等

意思。「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容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守節。」

從字裡行間，看見摩西及亞倫在請求法老的內容中，沒有直接把神的吩

咐告知法老，要求把百姓完全釋放出來（5：1；對比 3：8，10）。或許

摩西及亞倫這樣說，是基於懼怕法老之故，可見他們對這位自有永有者

仍是沒有太大的信心。此外，在他們的請求中，是有誤導及不誠實的成

分，因為沒有完全把神的吩咐告知法老。	

ii) 法老的回應：	

a) 法老的問題：「耶和華是誰？」是法老即時的反應，並且質問摩西及

亞倫，為何要求他聽從耶和華的話，好讓以色列人敬拜神（5：2）？	

b) 法老的立場：法老王在摩西及亞倫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場，第一，就是

其信仰立場，他是不認識耶和華的；第二，表明他處理這事件的立場，

就是絕不妥協，決意不容讓希伯來人來祭祀耶和華（5：2）。按常

人來看，這不是很大的要求，只不過是請求可自由地過一點宗教生活

而已，連其工人可有點宗教生活也不准許，發現這位君王真是很不近

人情！當然，以色列人與法老，絕對不是僱主及僱員的關係，乃是主

人及奴隸的關係。在昔日奴隸的社會中，法老一口否定希伯來人的請

求，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看見以色列人確實落在水深火熱中，在極

權的專政中，完全沒有絲毫自由。	

iii) 再次的請求：見法老如此堅決的反對後，兩位希伯來人的領袖，便作較

詳盡的解釋，讓法老知道請求背後的經過及因由，乃是因為他們遇見了

神，並且至高者向百姓有所啟示。「遇見」（原文編號 7122），可解作

「遇見」或「相遇」，表明他們有特殊的屬靈經歷。不但如此，兩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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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現今卻更嚴厲指出，若違背命令者，埃及地將被神所刑罰（5：3）。

但至終摩西及亞倫沒有把神的命令完全宣告出來，可見神代言人也有缺

欠，不能把神的旨意完完全全表彰出來。	

iv) 法老的回覆：可以說，法老根本沒有理會兩位希伯來人的請求，也徹底

否定他們的屬靈經歷，他最關心的，就是不可讓以色列竭息，因為這眾

多的人口，乃是埃及地廉價的勞工、生財的工具，充當被人厭惡的工作。

以色列人沒有基本的人權，也失去人最基本的尊嚴及自由。	

b) 隨後的結果：	

i) 法老的吩咐：法老不單沒有聽從摩西及亞倫的請求，反之變本加厲，吩

咐督工不可提供草給百姓作磚，要他們自行去找，並且產磚的數量不可

減少，因為視他們為懶惰人，以祭祀神作請求是為要躲懶之；故此，命

令督工的和官長要向他們更加嚴厲的看待（5：6至 9）。	

ii) 官長被責打：	

a) 管轄奴隸者：「督工的」，在新國際譯本是翻作「管轄奴隸者」

“slave	drivers”，「官長」則譯作「管工」“foremen”。埃及人藉「金

字塔」式的管理方法，利用以色列人欺壓自己的同胞，可見他們十分

狡猾及惡毒。由於希伯來人無法如常交貨，結果以色列的管工被埃及

管轄奴隸的人毒打。事後這些官長前往法老處求情，結果被王嚴責。	

b) 怒遷在兩人的身上：當離開法老的宮庭時，剛巧遇上摩西及亞倫，叫

他們怒火沖天，把烈怒遷在兩人的身上，把他們痛罵一頓（5：20 至

21）。	

iii) 摩西的呼求：隨後摩西向神發出呼求，他的禱告中，充滿了埋怨的聲音。

由於不明白神的作為，便質詢神為何要藉他成為那代言人，並且神為甚

麼不介入這拯救的行動中，救百姓脫離埃及人的魔掌（5：22至 23）。	

2. 與法老第一次會面後，神又對摩西有甚麼吩咐？用意何在（6：1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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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再次向摩西顯現時，向祂的僕人重申祂的應許及承諾，藉此安慰及堅固摩

西的信心。神這次對摩西的應許，可包含兩方面，第一為「拯救的應許」，第二

為「賜地的應許」。	

a) 拯救的應許：以色列人渴求得著拯救，摩西熱切盼望神施展祂大能的手，作

出拯救其子民的行動，但到此為止，還未實現在他們的眼前；現今神再次宣

告，祂必作成這事。在英文聖經內，我們發現在六章第一節內，出現了一隻

「大能的手」，就是神大能的手。請參考以下兩種的英文譯本：	

i) Exodus	6:1	(NKJV).	Then	the	LORD	said	to	Moses,	“Now	you	shall	see	what	I	

will	do	to	Pharaoh.	For	with	a	strong	hand	he	will	let	them	go,	and	with	a	

strong	hand	he	will	drive	them	out	of	his	land.”xxii	

ii) Exodus	6:1	(NIV).	Then	the	LORD	said	to	Moses,	“Now	you	will	see	what	I	

will	do	to	Pharaoh:	Because	of	my	mighty	hand	he	will	let	them	go;	because	

of	my	mighty	hand	he	will	drive	them	out	of	his	country.”xxiii	

a) 百姓的哀聲：神施行拯救，是因祂聽見百姓的哀聲，也基於祂記念昔

日與列祖所立的約（6：5），祂必以伸出來的膀臂，重重的刑罰埃

及人，使其子民脫離外邦人的奴役（6：6）。最寶貴的，神竟以卑

微的人為祂的子民（6：7），可見希伯來人是得天獨厚，蒙神恩待

的一群。	

b) 大能的手：在原文聖經內，六章一節是「大能的手」（原文編號

2389 及 3027）；六章六節是「伸出來的膀臂」（原文編號 5186 及

2220）；六章八節則是「舉手」（原文編號 5375 及 3027），和合

本及某些譯本把它意譯作「起誓」。	

c) 伸出來膀臂：「伸出來膀臂」（6：6）指出神所彰顯的能力是實在

的（申 4：34；5：15；7：19；11：2；詩 136：12；結 20：33），

藉這大能拯救以色列人。「舉手」（6：8），意即起誓所採納的表

記（創 14：22；申 32：40；尼 9：15；詩 106：26）。xxiv
神以祂的

手之不同姿態，帶出祂的能力及向人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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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賜地的應許：神重提祂是「耶和華」，意即「自有永有者」，祂就是創造宇

宙萬物及統管萬有獨一的真神，也是掌管歷史及人類前途的主宰。昔日連亞

伯拉罕、以撒、雅各也不認識神的別名乃「耶和華」（6：2），現今神特意

向摩西啟示，祂就是耶和華，使摩西可進深的認識祂。神既是「全能者」，

也是「自有永有者」，在祂並沒有難成的事，一定會把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

地賜給百姓（6：4，8），藉此看見神的信實，也表明離開為奴之地，進入

神為子民所預備豐盛之地，是必能實現的事情。	

3. 在第六章內，耶和華用了甚麼特別的字眼來稱呼以色列人呢？	

神竟稱以色列人為「軍隊」（6：26）。「軍隊」，即「大軍」或「軍營」。神

另一別名為「萬軍之主」“Yahweh	 tsebaoth,	or	Lord	of	hosts	or	armies”（賽 6：

3），通過這名字，說明神乃是以色列的主，因為選民乃是祂親自選召的軍隊。

xxv	

4. 摩西的雙親叫甚麼名字？兩人未成夫妻前，有甚麼關係呢（6：14至 30）？	

摩西的父親為「暗蘭」，母親為「約基別」，她乃是暗蘭父親的妹妹，意即他的

姑母。昔日沒有律法以前，人與近親通婚，但及至選民獲知神的心意後，便停止

這樣作了（參考利未記 18章）。xxvi	

5. 為何在第六章內加插了以色列人的家譜呢？	

其原因難以解釋，因為這插段無形中打斷了歷史事件的連貫性，但有學者經過研

究後，發現這處沒有把摩西的家譜記述下來，卻把亞倫的家譜列舉出來，為要說

出亞倫的妻子是猶大支派的女子，乃百分百的希伯來人（6：23；民 1：7；2：

3），可算是名門正娶，反過來說，摩西的妻子卻是米甸人（出 2：16；3：1）。

顯出摩西特意這樣作，為要抬舉其哥哥，藉此看出摩西的謙卑。

xxvii	

6. 神再次任命摩西作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時，神人以甚麼作為藉口來推卻神呢（6：

1至 7：13）？背後有何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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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卻的藉口：「拙口笨舌」由兩組字組成，一為「沒受割禮」（原文編號

6189），另一字眼為「舌頭」或「言語」（原文編號 8193），即「沒有受割

禮的舌頭」。以色列人厭惡沒有割禮的外邦人（師 14：3；15：18；撒上 14：

6；17：26，36；31：14），視沒有受割禮者為道德及靈性的不潔（賽 52：

1）。在耶利米書 6：10內，稱那些耳朵沒有受割禮者為不能聽見的人。摩西

稱自己為舌頭未受割禮者，即拙口笨舌，不善於講話的意思。

xxviii	

b) 背後的原因：神向摩西多次顯現後，不但沒有增強其信心；反之，多次以拙

口笨舌為理由來推卻神的任命（6：12，30）。這樣推卻，當然可以理解的，

因為這真是一重任，也是極大極難的事。人犯罪背後的原因，就是不想以神

為主，不以祂為事奉的對象。神在人類歷史中，多次讓人可復得事奉的尊貴

地位及權柄，但竟多受人婉拒及推卻。現今摩西也不例外，本作神的代言人，

是極其尊貴及難得的，但他竟以藉口來推卻神的揀選及呼召。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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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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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首五災降埃及（7：14至 9：7）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為何神藉摩西在埃及施行眾多的神蹟奇事呢？為何神委派摩西在埃及王面前代替

神呢？究竟為甚麼安排亞倫作摩西的代言人（7：1）？	

2. 為何神使法老的心剛硬呢？這是否直接干預人的自由意志嗎（7：3）？	

3. 從出埃及記內，從何可以知道誰較年長呢？是摩西或是亞倫？把兩人的年齡記下

有甚麼用意呢？	

4. 使杖變蛇有甚麼意義？怎麼術士也能作？神怎樣顯出祂僕人比埃及地的術士優勝

呢（7：8至 12）？	

5. 神往吩咐以「水變血」的災難降及埃及人，背後有何用意？果真是血嗎？埃及術

士為何也能使水變血？為何神吩咐摩西前在早上時分前往尼羅河去見法老呢？

（7：14至 25）？	

6. 耶和華為何以「青蛙之災」對付埃及人？術士有甚麼對策？事後發生了甚麼事情

呢（8：1至 15）？	

7. 術士能否使塵土變成虱嗎？事後他們說了甚麼話（8：19）？	

8. 蒼蠅在埃及地有何特別之處？「蒼蠅之災」對法老有甚麼影響呢？	

9. 是否所有埃及地的牲畜都死了嗎（9：6）？法老之後有甚麼反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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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試從十災中，找出摩西及亞倫對法老發出的警告，有沒有他們的杖呢？埃及王有

沒有特殊的反應？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為何神藉摩西在埃及施行眾多的神蹟奇事呢？	

簡單來說，只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要藉此刑罰埃及人，使他們可容讓

選民自由離開為奴之地（7：4 至 5）。第二，在刑罰背後看見神所懷的意念是好

的，通過各方面災害，使埃及人可認識耶和華（7：5）。埃及人按人看來，是以

色列人的主宰，神的選民卻被外邦人奴役，沒有絲毫的自由。但在神的眼中，埃

及人才是最可悲的一群，因為他們事奉敬拜偶像，不認識真神。施行災難從表面

來看，是咒詛埃及地，但背後神卻想賜福這地，叫這群外邦人可認識及尊耶和華

為獨一的真神。	

2. 為何神委派摩西在埃及王面前代替神呢？究竟為甚麼安排亞倫作摩西的代言人

（7：1）？	

a)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在原文是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成為一位神」。究竟為何神稱摩西為一位神呢？原來在

東方人中，稱一位滿有智慧或偉大的人為神在人的中間。摩西這樣被神稱呼，

意即他就是至高者的代表，藉言與行替代神。	

b) 摩西的「先知」：在希伯來文中，亞倫是摩西的「先知」（原文編號 5030），

即代言人，替代摩西在法老面前說話。

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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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總結：單來總結，摩西及亞倫的職責及職權上均有不同之處，摩西乃是「神

的代表」，亞倫則是「人的代表」。	

3. 為何神使法老的心剛硬呢？這是否直接干預人的自由意志嗎（7：3）？	

在字面看來，似乎神是故意把法老王的心弄得剛硬，這乃是干涉人的意志。其實

在神學的泛籌來看，神必定不會介入或控制人的思想，否則祂完全沒有資格在審

判的日子裡來判人家的罪，因為人不是自決的犯罪，乃由神所命定。摩西這樣記

述，為要顯出神乃是掌管宇宙萬物的主宰，祂乃是歷史中的至大者，說明人雖極

其硬心，但祂是超越人的自由意志，不管埃及王是否願意釋放希伯來人與否，祂

仍要通過這位君王，顯出至高者在救贖行動所施的能力。

xxx
另一種說法，是神容

讓法老的心剛硬。神是造物主，絕對有能力來影響或改變萬事，但祂容讓人硬心

不肯悔改，這看來是使人硬心，暗地裡顯出祂乃是歷史中的大主宰。	

4. 從出埃及記內，從何可以知道誰較年長呢？是摩西或是亞倫？把兩人的年齡記下

有甚麼用意呢？	

亞倫比摩西年長約三歲，亞倫是摩西的哥哥（7：7）。在舊約聖經內，作者刻意

這樣作，為要把時間性記下，因為當時發生了重要的事件（參考創世記 16：16；

17：24 至 25）。作者把兩人的年歲告訴讀者，為要讓他們知道那時發生了大事，

就是神藉摩西及亞倫拯救同胞離開埃及的行動。

xxxi	

5. 使杖變蛇有甚麼意義？怎麼術士也能作？神怎樣顯出祂僕人比埃及地的術士優勝

呢（7：8至 12）？	

神把杖賜給摩西（4：4），藉此向同胞施展神所賜予的能力，證明他就是以色列

的拯救者。在埃及人的宗教嶺域中，法術是他們所熟悉的（11：11）。現今神要

藉祂兩位僕人，向以色列人顯示祂至大的權能，便藉著一些埃及人所司空見慣的

異能與他們溝通。

xxxii
雖然埃及地的術士也能行這異能，但亞倫的杖竟把他們邀吞

掉，顯出耶和華的能力比埃及神明的異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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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往吩咐以「水變血」的災難降及埃及人，背後有何用意？果真是血嗎？埃及術

士為何也能使水變血？為何神吩咐摩西前在早上時分前往尼羅河去見法老呢？

（7：14至 25）？	

a) 地理：埃及地最窄為兩英哩，最闊為三十英哩，其中尼羅河貫通全國。xxxiii
埃

及人視尼羅河為他們生計的重要源頭，很早便以這河為神聖。每年七至八月

間，這河便會濫泛，河水便會湧流到兩岸，使該地極其肥沃，讓農民可獲豐

收。

xxxiv	

b) 水：水是埃及人的主要謀生工具，也是普遍人日常的所需，沒有水不單產生

不便，在長期缺水下，人根本無法生活及生存。在八月間，有時尼羅河的水

會變為黯淡的紅色，使魚無法生存，也叫人不可飲用其河水，這是埃及人所

熟悉的。

xxxv
神藉這現象打擊埃及地，讓他們認識這是出自至高者耶和華。相

信河水卻沒有變成血，或許只是變成血的顏色。	

c) 埃及的術士：埃及的術士也可模仿亞倫所作的，叫情況更為惡劣，對埃及人

是沒有絲毫的益處的。畢竟他們卻不能把河水還原，只看出他們的能力是有

限制的。不錯，魔鬼及其差役，是有能力的，但其權能是有限制的。	

d) 埃及地的神明：神以這災難降在埃及地，為要打顯出尼羅河神及其神明也不

可庇祐其居民，讓埃及人也看見其術士也無法幫助他們，反叫問題更加惡化，

唯有耶和華才可叫這災難止息（7：25）。	

e) 儀式：一直相傳，法老王在尼羅河主持紀念尼羅河庇祐居民的儀式。摩西及

亞倫在早上前往尼羅河與法老會面，也許他正在河畔主持這些的有關儀式（7：

15）。xxxvi	

7. 耶和華為何以「青蛙之災」對付埃及人？術士有甚麼對策？事後發生了甚麼事情

呢（8：1至 15）？	

a) 青蛙頭：埃及人信奉青蛙頭的生育女神“Heqet”，相信從她鼻孔的生氣，使其

丈夫“Khnum”從塵沙所造的得著生命；故此，埃及人是不會殺青蛙的。xxxvii
這

女神本應是看顧婦女生肓的神明，但現今神藉這大自然而來的災害，使青蛙

的數量大為增加，叫埃及人在生活上極其不便，甚至是叫他們討厭這些動物

的存在。	



 28 

b) 邪術：術士使用邪術，使問題更為惡化，以致法老把兩位神僕召來，並且向

他們兩人承諾，若把問題解決的話，便讓以色列祭祀耶和華。摩西由法老決

定解決這題的時間性（8：9），結果法老揀選了明天為期限（8：10）。經

過這災害後，始終法老仍是非常硬心（8：15）。	

8. 術士能否使塵土變成虱嗎？事後他們說了甚麼話（8：19）？	

經過「青蛙之災」，法老王仍是硬心，不肯讓步，使以色列人離開他的管治，於

是神便以「虱災」降在埃及地，讓虱的數目多如地上的塵沙（8：17）。術士嘗

試以邪術模仿，相信若可仿效的話，便可向摩西及亞倫顯示其實力，也如同他們

一般，並沒有很大的差距。由於如比，術士便對法老說，「這是神的手段」，直

譯則為「這是神的手指」（參考英王欽定本及原文）。換句話說，術士也承認摩

西及亞倫的能力是有分別的，意即希伯來人的耶和華是更超越他們所敬拜的神明。	

9. 蒼蠅在埃及地有何特別之處？「蒼蠅之災」對法老有甚麼影響呢？	

由於法王食言，不甘願把神的選民釋放過來，神便以「蒼蠅之災」攻擊埃及地。

埃及人敬拜太陽神“Re”或“Uatchit”；它們均以蒼蠅為表記的。太陽神“Re”以“dog	

flies”為標記，“Uatchit”則以“ichneuman	 flies”為標記。“dog	 flies”咬人極痛，加上

埃及地眾多的蒼蠅，實在叫環境衛生方面，構成很大的損害。

xxxviii
雖然這災叫法

老王軟化下來只肯讓百姓在埃及地祭祀耶和華，但最終都不肯釋放以色列人（8：

28）。	

10. 是否所有埃及地的牲畜都死了嗎（9：6）？法老之後有甚麼反應呢？	

a) 炭疽菌：有學者認為在埃及有大量的青蛙及蒼蠅的屍體，生發出病菌來，或

許這是由於炭疽菌“anthrax”而來的瘟疫，以使大量埃及人的牲畜離奇的死亡。

牲畜會在一月時分，洪水散去後，便於河畔吃草。神以這瘟疫打擊牛頭的女

神“Hathor”，顯示這女神不能成埃及的福祐。xxxix	

b) 英文聖經：So	the	LORD	did	this	thing	on	the	next	day,	and	all	the	livestock	of	

Egypt	died;	but	of	the	livestock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not	one	died.xl在英文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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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似乎指所有埃及人的牲畜皆被瘟疫所殺，但參照十九、二十節，看見

埃及人還擁有牲畜，可見不是所有的牲口都被滅絕。或許最少可有兩種不同

的解釋：第一，「所有」“all”不是指所有，乃是眾多的意思；第二，指那些

被牧放在野外的牲畜才遭害，那些被拴在室內的，則沒有被災病所害。

xli	

c) 硬著心腸：法老差派人看見以色列人的牲畜完全沒有死傷，反觀埃及人的則

大多數死去，但他獲知情況後，仍硬著心腸，仍不肯容讓百姓离離去（9：

7）。	

11. 試從十災中，找出摩西及亞倫對法老發出的警告，有沒有他們的杖呢？埃及王有

沒有特殊的反應？	

十災	 警告	 杖之使用	 法老的回應	

水變血	 於早上在尼羅河向

法老發出警告（7：

15至 18）。	

亞倫的杖（出埃及

記 7：19）。	

法老不肯釋放以色

列人（ 7： 22 至

23）。	

青蛙	 或許在法老的宮中

向他發出警告（8：

2至 4）。	

亞倫的杖（8：5 至

6）。	

若青蛙離開的話，

便把百姓釋放（出

8：8）。	

虱	 沒有警告	 亞倫的杖（8：16

至 17）。	

不肯接受術士的意

見（8：19）。	

蒼蠅	 於早上在尼羅河向

法老發出警告（8：

20至 23）。	

沒有使用杖。	 向以色列人建議，

不如留在埃及地獻

祭（8：25）。	

牲畜	 也許在法老的宮中

向他發出警告（9：

1至 5）。	

沒有使用杖。	 不肯接受摩西的請

求（9：7）。	

瘡	 沒有警告	 沒有使用杖。	 不肯接受摩西的請

求（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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雹	 在法老的王宮中發

出警告（9：13 至

19）。	

摩西的杖（9：22

至 23）。	

若把災害除去，便

容讓以色列人離開

（9：28）。	

蝗蟲	 或許在宮中向埃及

王發出警告（10：

3至 6）。	

摩西的杖（10：12

至 13）。	

只容讓壯年人離開

埃及（10：11。）	

黑暗	 沒有警告。	 摩手舉起手來，或

許也有用杖（10：

21至 22）。＊原文

只是舉手，與和合

本的譯法不同。	

只讓百姓離開，但

不可帶同其牲畜

（10：24）。	

首生	 或許在宮中向埃及

王發出警告（11：

4至 8）。	

	
法老王要求百姓離

去 （ 12 ： 31 至

32）。	

埃及人的神明	

十災	 經文	 十災所打擊的埃及神明	

水變血	 14至 25	 公牛神、即尼羅河神“Hapi”or	 “Apis”；尼

羅河女神“Isis”；公羊神即尼羅河的保護

神。	

青蛙	 1至 15	 青蛙頭的生育女神“Heqet”。	

虱	 16至 19	 沙漠之神“Set”。	

蒼蠅	 20至 32	 太陽神“Re”或“Uatchit”；它們均以蒼蠅為

表記的。	

牲畜	 1至 7	 牛頭的女神“Hathor”，像徵生育的公牛神

“Ap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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瘡	 8至 12	 疾 病 的 女 神 “Sekhmet” ， 瘟 疫 之 神

“Sunu”，醫治的女神“Isis”。	

雹	 13至 35	 天后“Nut”，五榖及生育之神“Osiris”，風

暴之神“Set”。	

蝗蟲	 1至 20	 天后“Nut”，五榖及生育之神“Osiris”，風

暴之神“Set”。	

黑暗	 21至 29	 太陽神“Re”，另一太陽神“Horus”，天后

“Nut”，另一天后“Hathor”。	

首生	 1至 12：30	 生育之神 “Min”，看顧婦人生產之神

“Heqet”，保護孩子之神“Isis”，法王的首

生（視為神明）。	

＊埃及地的男女神皆有不同的職責或功能，他們的神明可在歷史的進程裡，把別

地區的守護神溶合過來，故此，埃及地的宗教是十分混雜的。

xlii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32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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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後五災降埃及（9：8至 11：10）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後五災是甚麼？	

2. 「瘡災」對術士構成甚麼影響？藉這災害宣告了甚麼信息呢？	

3. 未降冰雹前，摩西對法老有何警告？埃及人有何反應？雹災如何顯出是出自耶和

華呢（9：22至 35）？事後法老有何回應（9：27至 28；34至 35）？	

4. 蝗蟲從何處而來？從何見得這災害是極其厲害呢（10：1至 20）？	

5. 「黑暗之災」是甚麼的災害呢？有甚麼可怕之處？為何耶和華以這災難刑罰埃及

人（10：21至 29）？	

6. 神以最末後一災對付埃及人前，對摩西有何應許？誰被牽連在內？法老最終有何

反應（11：1至 10）？	

7. 十災均有甚麼特色？歷時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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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1. 後五災是甚麼？	

「瘡災」（9：8 至 12），「雹災」（9：13 至 35），「蝗蟲之災」（10：1 至

20），「黑暗之災」（10：21至 29），「首生之災」（11：1至 12：30）。	

2. 「瘡災」對術士構成甚麼影響？藉這災害宣告了甚麼信息呢？	

a) 起了泡的瘡：除了以色列人及牲畜外，全所有的埃及人及牲畜均患上起了泡

的瘡（9：10，11），包括術士在內；故此，聖經說，「行法術的在摩西面

前站立不住」，表明邪術也不可保護他們，證明他們的能力是有限制的。	

b) 不同的神明：古埃及人相信不同的神明，保守他們不怕疾病的傷害，他們以

疾病的女神“Sekhmet”、瘟疫之神“Sunu”、醫治的女神“Isis”為保護神，藉這

「瘡災」，讓人均知道埃及地所信奉的不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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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皮肉之苦：神預知法老雖受皮肉之苦，目睹人民及其牲畜也被瘡所煎熬，但

仍痳木不仁，硬著心腸，不肯向耶和華低頭，看見這人實在非常硬心及倔強。	

3. 未降冰雹前，摩西對法老有何警告？埃及人有何反應？雹災如何顯出是出自耶和

華呢（9：22至 35）？事後法老有何回應（9：27至 28；34至 35）？	

a) 耶和華的警告：耶和華把摩西召來，將向法老的警告放在他的面前，藉著祂

僕人再次與法老會面，把警告陳明在法老王的眼前。神的警告有以下幾個要

點：第一，預告災難即至（9：18）；第二，災難的嚴重性，是埃及歷史未

曾遇過的（9：18）；第三，本可把埃及法老及其子民完全滅絕（9：15 至

16），但仍把他們存留，為要叫神的名傳遍天下（9：16），藉此認識耶和

華乃是希伯來人的神（9：13）。	

b) 埃及人的反應：埃及人聽了摩西所發出的警告後，均有不同的反應，有些法

老的臣僕獲悉後，便懼怕起來，連忙把奴僕及牲畜趕進室內，免得失去這些

勞動力量及資產（9：20）；另一類卻不以為然，不把這些警告放在心內，

仍把牲口留在田間（9：21）。	

c) 顯出神的大能：	

i) 災難的嚴重性：正如神藉摩西向法老所發出的警告，這是埃及自建國以

來未曾遇見過的。這些冰雹對人和牲畜均構成很大的傷害，也損毀許多

農作物及樹木（9：26，32）。	

ii) 災難的獨特性：降下冰雹之際，天上發出雷聲，冰雹與火攙雜，是極其

特殊的現象（9：24）。	

iii) 選民得蒙保守：這厲害的災害，冰雹與火攙雜，好像有眼睛一樣，從天

降下時，唯獨沒有擊打住在歌珊地的以色列人（9：26），顯出神的保守

及看顧。	

iv) 顯出何謂假神：埃及人所信奉的神明中，有些是保護他們的農作物的，

如天后“Nut”，五榖及生育之神“Osiris”，風暴之神“Set”，但這些神明在災

難中，完全沒有出來救拔及加以援助，顯出這皆是虛神的偶像。	

d) 法老王的反應：	

i) 在這次災害後，承認這次（唯獨這次）是犯了罪（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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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承認他和埃及人皆是邪惡的（9：27）。	

iii) 表明耶和華是公義的（出9：27）；換句話說，承認神的審判及刑罰是正

確的。	

iv) 若神停止這災害的話，便不會再留住希伯來人，容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

地（9：28）。	

4. 蝗蟲從何處而來？從何見得這災害是極其厲害呢（10：1至 20）？	

a) 蝗蟲之源：	

i) 真蝗蟲：蝗蟲是一些跳躍昆蟲的簡稱，也是那些「真蝗蟲」“true	locusts”

的專稱。「真蝗蟲」是五千多種蚱蜢中的一種，牠們皆是流動性的蚱蜢，

可作長期飛行。由於其身體十分重，故此要作猛烈的飛行，因此發出頗

大的響聲。蝗蟲聯群結隊的流動飛行，數目可高達一百萬隻，甚至可把

太陽光都遮蓋起來。這些害蟲是大自然的敵人，可對農作物產生很大的

破壞。

xliii	

ii) 蝗蟲的災害：蝗蟲的災害在巴勒斯坦地是十分普及的現象，但於埃及地

卻不是那麼常見。在約珥書內把一次蝗蟲為患極其嚴重的事件記下來

（珥 1，2 章）。於 1915 年 2 月，巴勒斯坦再次受到蝗蟲的侵襲，構成

很大的損失。

xliv	

iii) 出自耶和華的手：出埃及記是說神以東風把蝗蟲颳了來，風颳了一晝一

夜（10：13），讓蝗蟲入侵埃及地，藉此對付鐵石心腸的法老，當他在

神面前降服時，至高之主便以西風將這極其眾多的害蟲吹入紅海裡（10：

19）。聖經沒有明說蝗蟲是從何而來，但藉著這可怕的災難，使埃及人

確信這是出自耶和華的手。	

b) 災情嚴重：從幾方面可以看見這蝗蟲之災是極其厲害的：	

i) 數量之眾多：東風颳了一晝一夜才把所有蝗蟲帶到埃及地（10：13），

這些害蟲遍滿了地面，使人不能看見地面（10：5），使全地都黑暗了

（10：15），並且這些蝗蟲竟佔滿了法老的宮室、官員及所有埃及人的

房子（10：6），可見蝗蟲的數量是極其眾多，叫人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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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損毀之程度：蝗蟲甚至連樹皮及樹葉也吞吃，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把所

有農作物摧毀，

xlv
相信把冰雹之災還沒有毀壞的小麥及粗麥（9：32）、

菜蔬及果子破壞（10：12 至 15）。蝗蟲為患，把所有青綠的植物損壞

（10：15），這樣的災害，是埃及開國以來從未目睹過的（10：6）。	

iii) 使法老軟化：法老為人非常硬心，多次打擊，均不能叫他軟化下來，但

這災難卻使他向神和人認罪（10：16），並且在摩西及亞倫面前降卑，

求他們向耶和華懇求赦免其罪（10：17）。	

5. 「黑暗之災」是甚麼的災害呢？有甚麼可怕之處？為何耶和華以這災難刑罰埃及

人（10：21至 29）？	

a) 災難之謎：甚麼是「黑暗之災」呢？為何聖經說「這黑暗似乎摸得著」呢

（10：21）？參考以下幾個譯本，均有不同的譯法，讓讀者可感覺到這災難

的可怕。	

i) Exodus	10:21	(NKJV).	Then	the	LORD	said	to	Moses,	“Stretch	out	your	hand	

toward	heaven,	that	there	may	be	darkness	over	the	land	of	Egypt,	darkness	

which	may	even	be	felt.”xlvi	

ii) Exodus	 10:21-22	 (YLT).	 And	 Jehovah	 saith	 unto	Moses,	 ‘Stretch	 out	 thy	

hand	towards	the	heavens,	and	there	is	darkness	over	the	land	of	Egypt,	and	

the	darkness	is	felt.’xlvii	

iii) Exodus	10:21	(DARBY).	And	Jehovah	said	to	Moses,	Stretch	out	 thy	hand	

toward	the	heavens,	that	there	may	be	darkness	in	the	land	of	Egypt—so	

that	one	may	feel	darkness.xlviii	

iv) 希伯來文：在希伯來文，「摸」（原文編號 4959），均含有「摸索」或

「觸摸」等意思，相信神這樣說，是有其用意的，藉此告訴人這災難是

可以直接感受到的。	

v) 甚麼災難：這災難究竟是甚麼災難，至今解經家均沒有一個絕對的結論，

有些人認為這是日蝕所帶來的現象，但有些解經家卻認為歌珊地沒有被

這災害所影響，只有埃及人所居住的地方才被這災難所攻擊。

xlix
有學者

認為這黑暗之災，是由於東風把蝗蟲帶來之際，埃及地變得沙塵滾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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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這是風沙所構成的災難。這種可怕的風沙現象“Khamsin”，於「春分」

“vernal	 equinox”（即太陽越過地球赤道之際，全球早晚的長短均是一樣

的，這現象約在三月二十一日出現。

l
）前後的二十五天出現，沙漠地帶

便會颳越起風沙，厲害的熱力及強風叫人難以忍受。

li	

b) 可怕之處：許多人包括成人在內，也十分懼怕黑暗，黑暗不但構成人許多的

不便，並且在漆黑中，人失去安全感，其神秘的力量，使人極其畏懼。若解

經家的說法是對的話，在埃及人所身處的地區，颳起強烈的風沙，其颶風可

對房子帶來很大的損害，加上其可怕的熱力，真是叫人對自然界生發一種難

以形容的畏懼。	

c) 對付假神：埃及人信奉眾多的神明，分別為太陽神“Re”，另一太陽神“Horus”，

天后“Nut”，及另一天后“Hathor”等。太陽神，在地上以法老為表記，埃及人

相信這神明，把陽光、溫暖及生產力賜下；這兩位天后，也與太陽扯上關係。

lii
現今神以黑暗之災對付埃及人，讓他們深深認識一件事，乃是這些與太陽有

關的神明，絕對不能保祐他們，也顯出這些神明不是真神，唯有希伯來人所

跟隨的耶和華，才是管理宇宙萬物的主宰，乃是獨一的真神。	

6. 神以最末後一災對付埃及人前，對摩西有何應許？誰被牽連在內？法老最終有何

反應（11：1至 10）？	

a) 神的應許：耶和華在宣告這最後的災殃要臨到埃及地時，對摩西有以下的一

些應許：	

i) 催逼之意：法老王終必降服在祂的跟前，沒有條件的容讓以色列人離開

為奴之地（出 11：1）。特別之處，是法老「催逼」（原文編號 1644）

以色列人離開，這字含有「強迫」之意。先前法老王不肯妥協，堅持己

見，不肯釋放希伯來人，現今卻催逼他們離開，可見末後之災對王的打

擊是何等的大，只好轉過來要求以色列人離去，免得他們所信奉的耶和

華，再次降禍與埃及地。	

ii) 神的應許：現今神向摩西應許，不但祂的子民可以自由離開埃及地，他

們還可得著埃及人的財物（出11：2），顯出神使百姓在埃及人面前蒙恩

（11：3）。昔日埃及人任意奴役以色列人，是希伯來的主宰，現今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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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以色列人成為享有特權者，還可向昔日奴役他們的人，索取金器銀

器，這是蒙恩的明證，也顯出神使其子民得著尊榮的身份。	

iii) 耶和華的抬舉：耶和華向其僕人應許，必使法老及埃及人，對摩西另眼

相看（11：3），被他們看為極大。昔日摩西雖貴為王子，但因殺人之故，

逃往曠野地，在荒蕪之地過了四十年牧養羊群的生活，牧羊人一直被埃

及人厭惡（創 46：34），現今的轉變，實在看見神在外邦人面前，提升

了其僕人的地位，被人厭惡的，卻蒙人家尊為大，這是出自耶和華的抬

舉。	

iv) 「連狗也不敢向他們搖舌」：「連狗也不敢向他們搖舌」（出11：7），

原文直譯為「連狗也不會把其舌頭削尖」，即狗隻也不敢向以色列人吠

叫或作出任何傷害，表明在這災難中，至高的主一定會保守其子民。	

v) 法老的心腸：在應許中，神再次向摩西表明，法老仍會硬著心腸，絕不

會讓步（11：10），讓其僕人早有心理準備，也藉此堅固他的信心。	

b) 神的擊殺：埃及人由尊貴如法老至推磨婦人所生的長子，連同牲畜的頭生，

也被神擊殺（11：6）。埃及人以法老王為神明，視其長子也為神明，藉著

這殺首生之災，顯出耶和華才是全地的至高者。	

c) 王的反應：法老聽了摩西的警語後，至終硬心，不肯釋放耶和華的軍隊離去

（11：10）。	

7. 十災均有甚麼特色？歷時多久呢？	

a) 釋經學者的研究：根據一些釋經學者的研究，十災可分為三個主要的循環，

三個循環皆以「明日早晨」（7：15）、「清早」（8：20；9：13）為開始，

以首三災為第一個循環，接著三個災難為第二階段的刑罰，由七至九災為第

三個階段，以殺首生為完結耶和華對埃及人的審判。	

b) 災害：第一階段的災難（水變血之災、青蛙之災、虱災），直接影響埃及人

的日常生活，構成很大的不便，叫人極其厭煩；第二階段的災害，蒼蠅之災

叫人討厭，神秘離奇的瘟疫，叫眾多埃及人所飼養的牲畜均死去，令人在財

物上有嚴重的損失，也帶來心靈上很大的重創，加上瘡災使人及牲畜受著皮

肉之苦，難受之況，是可以理解的；第三階段的苦難，均屬大自然界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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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大自然的害蟲及環境的變遷，帶給埃及人很大的麻煩及痛苦。第十災則

是刑罰及向埃及人顯示耶和華是神最後的總結，藉此完完全全表明希伯來人

所信奉的耶和華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也顯明埃及所敬拜及事奉的均是假神。	

c) 學者研究的心得：學者研究的心得，推斷十災大概在九個月內的時間發生的。

由於尼羅河慣常在七至八月間泛濫，故此猜測第一災是在這期間發生的。在

埃及地裡，麻及大麥是在一月間吐穗及開花的，因此推想，這是神降下第七

災的時間（9：31）。在埃及地，三、四月是持續颳起東風的月分，把多得

叫人吃驚的蝗蟲帶來，因此，以這為第八災所發生的時間。猶太人於現今的

曆法四月慶祝舉世馳名的越逾節，那麼殺首生之災，可十分準確的定下其時

間性，乃是於這期間臨及埃及人的。

liii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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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寶血救贖行動（12：1至 13：16）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逾越節的羔羊與新約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呢？	

2. 逾越節所吃的東西有甚麼？吃法有甚麼特別呢？為何吃這些食物？	

3. 出埃及記對逾越節有何解釋（12：21至 28）？	

4. 閒雜人是誰（出 12：38）？	

5. 誰才有資格吃羊羔（出 12：43至 49）？	

6. 為何神要求以色列人把人及牲畜的首生歸神為聖？為甚麼頭生的驢要以羊羔代贖，

否則要打折其頸項，有沒有特別的用意呢（出 13：2，13）？	

7. 甚麼是「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經文」（13：16）？	

8. 經過四百多年寄居異邦的生活後，選民仍要把先祖約瑟的骸骨帶離埃及地，有甚

麼屬靈的教訓呢（13：19）？	

9. 在聖經內，雲柱火柱有甚麼別名（13：21）？	

10. 為何神以亞筆月為以色列人的正月呢（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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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逾越節的羔羊與新約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呢？	

施浸約翰稱主耶穌基督為「神的羔羊」（約 1：29），保羅認定基督乃是「逾越

節的羔羊」（林前 5：7），彼得以基督為神所預備「無瑕疪無沾污的羔羊」（彼

前 1：19）。出埃及記論述眾多的羔羊，藉著這些羔羊所流的血，保守以色列人

免去殺首生的災難，使選民得蒙救贖。在新約聖經內，耶穌基督被視為神所預備

的羔羊，完全沒有瑕疪，一次過被獻為祭，為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成為罪人得救

的指望及根據（來 9：26）。舊約的羔羊，是有預表的作用，顯出基督乃是唯一

的羔羊，使人可得蒙拯救的祭物。	

2. 逾越節所吃的東西有甚麼？吃法有甚麼特別呢？為何吃這些食物？	

a) 節期的食品：一隻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可以是綿羊或山羊（12：5），無

酵餅及苦菜（12：8）。	

b) 享用的方法：	

i) 吃羊之法：於正月十日取一隻綿羊或山羊的羊羔（12：2，5），然後在

十四日的黃昏才把牠屠宰（12：6）。目的是要觀察這羊羔是否健康，有

沒有殘疾，證明是完全沒有瑕疪才把牠宰來吃。	

a) 若不能吃一隻羊羔，可與別的家庭一同分享（12：4）。	

b) 要與無酵餅及苦菜同吃（12：8）。	

c) 不可吃生的，也斷不可以水煮羔羊，乃要以火把其烤熟（12：9）。	

d) 羔羊是連頭及五臟來燒的（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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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切勿剩下羊肉，剩餘的要以火燒毀（12：10）。	

f) 吃的時間，要束腰及穿上鞋子，手中持著杖來吃（12：11）。	

g) 用牛膝草把血塗在吃逾越節晚餐的房子之左右門框及門楣上（12：7，

22）。	

h) 不可把羔羊的骨頭折斷（12：45）。	

ii) 吃餅之法：	

a) 從正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要吃無酵餅七天之久（12：15，18）。	

b) 從吃無酵餅起計，七天之內不可吃有餅的東西，並且在這期間，也要

把家中所有的酵除淨（12：15，19）。	

c) 食物的象徵：	

i) 羔羊的象徵：	

a) 主耶穌約三十三歲時被釘十架，成為神的羔羊，成就了救恩。基督如

同羔羊般，是於壯年被殺害的。	

b) 主耶穌是無瑕無疪的祭物，為世人獻上贖罪祭（來 9：14）。	

c) 烹調羔羊的方法要根據神的指示，享用之法也要以神的啟示；正如救

恩之路、信主之法，也不是靠人的領悟，乃藉神所啟示的原則（羅 3：

27；1：17）。	

d) 主耶穌為世人完全獻上，毫無保留自己；同樣，羔羊是連頭及五臟被

烤熟的。以新約的亮光來看，這是完全的獻上（來 9：11 至 28），

預表主毫無保留為世人獻上自己。	

e) 由正月十日至十四日，以色列人要觀察其羊羔是否沒有瑕疪，若沒有

問題，才把牠屠宰。主耶穌在世上被眾人觀察，眾人最後的結論，皆

是以祂為無罪（約 18：38；路 23：47）。	

f) 吃羔羊的時候，要束著腰，穿上鞋子，表明選民處於一儆醒及高度戒

備的狀態裡，隨時預備離開埃及地。若罪人要蒙神的拯救，得著耶穌

基督的救恩，也需如此，要有所行動，隨時作好準備。	

g) 羔羊的血叫以色列民得蒙保守，神羔羊所流的血，能除去人一切的罪

孽，使人得蒙拯救（來 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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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不可折斷羔羊的骨頭，是昔日的吩咐。主耶穌被釘十架，一根骨頭也

沒有折斷，正好應驗了聖經的預言（約 19：36）。	

ii) 菜之象徵：苦菜至今，也不能完全斷定是甚麼。根據某些學者的推測，

苦菜可能是「菊萵苣」 “endive”、「菊苣」 “chicory”、「蒲公英」

“dandelion”。liv
藉此象徵憂愁及痛苦（參考耶利米哀歌 3：15），為要叫

選民記念昔日被奴役之苦。	

iii) 餅之象徵：酵在新約裡，被視為不良之物，乃是罪惡的表徵（林前 5：

8），藉此說明，蒙救贖後的百姓，要過著一個除罪的生活，即聖潔的生

活。此外，吃無酵餅，暗示人沒有時間等待餅發酵，便要連忙把餅吃下，

表明神帶領百姓離開埃及地，會隨即發生；故此，沒有時間讓他們吃有

酵的餅。

lv	

3. 出埃及記對逾越節有何解釋（12：21至 28）？	

慶祝逾越節，成為猶太人永遠的定例，因為這是向神所獻上的祭，藉此記念神拯

救之恩。換話句說，逾越節是記念神恩情的時間。	

4. 閒雜人是誰（出 12：38）？	

「閒雜人」在希伯來文內，由兩組字眼合成，第一組為「閒雜」（原文編號

6154），即「混雜」或「雜亂」；第二組為「人」（原文編號 7227），原文乃

「眾多」。藉此看見，在以色列人中，有眾多的閒雜人。神的選民寄居埃及地有

四百三十年，這些眾多的人，或許是與外邦人通婚的後人，也可指那些外邦的奴

隸，一同離開埃及為奴之地的人。

lvi	

5. 誰才有資格吃羊羔（出 12：43至 49）？	

基本上來說，只有兩類人可吃逾越節的羔羊，第一，就是以色列人；第二，就是

那些受了割禮的外邦奴隸（12：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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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何神要求以色列人把人及牲畜的首生歸神為聖？為甚麼頭生的驢要以羊羔代贖，

否則要打折其頸項，有沒有特別的用意呢（出 13：2，13）？	

a) 首生：耶和華稱以色列為祂的長子（4：22 至 23），即神的首生。首生則成

為所有人及牲畜的總稱。以色列人及其牲畜既蒙神的眷顧，現今藉獻首生為

表記。神要求蒙救贖者獻上自己（羅 12：1 至 2），並稱被贖者為屬祂的人

（林前 6：19 至 20）。lvii
由於神不容讓百姓以人為祭牲；故此，便以祭物代

替。

lviii	

b) 驢：驢是被視為不潔的（利 11：2 至 4）；因此不可以這種動物為祭物。驢

的首生，只好以羊羔代贖，或折斷其頸項了。	

7. 甚麼是「在你手上作記號」，「在你額上作經文」（13：16）？現今正統的猶太

教徒，以字面的意思嚴格遵守這吩咐；故此，把經文戴在頭上及繫在手臂上（出

13：2至 10；申 6：4至 9；11：13至 21）。神的吩咐，乃叫人記念神昔日大能

的拯救及作為，斷不是要求其子民作一些外表的裝扮。	

8. 經過四百多年寄居異邦的生活後，選民仍要把先祖約瑟的骸骨帶離埃及地，有甚

麼屬靈的教訓呢（13：19）？	

約瑟臨離世時，囑咐其子孫要把他的骸骨帶往迦南地，顯出他對神的應許是憑信

不移的（創 50：22至 26；來 11：22）。此外，也看見以色列人的順服，世代相

傳把先祖的遺願傳遞下去。最終，經過四百多年的光陰，人對神的承諾也許會淡

忘了一點，但至終神的應許沒有廢掉，藉此看見神是守約施慈愛的主。	

9. 在聖經內，雲柱火柱有甚麼別名（13：21）？	

a) 別名：在聖經內，「雲柱火柱」有許多不同的名稱，如「我的榮耀」（29：

43）、「雲」（34：5）、「雲柱」（33：9 至 10）、「耶和華的雲彩」

（民 10：34）、「我的同在」（譯自英文聖經的“My	presence”33：14 至

15）。lix	



 46 

b) 主的榮耀：在新約內，也有提及有關「雲彩」的經文（太 17：5；徒 1：9），

這雲彩與主的榮耀也有直接的關係。雲柱指引以色列民走應走的路（13：21；

尼 9：19），也藉此保護選民（14：19；詩 105：39）。	

10. 為何神以亞筆月為以色列人的正月呢（12：1）？	

「亞筆月」這名稱源自迦南地（13：4），即「成熟的禾穗」，在被擄時代，這

月分被稱為「尼散」（尼 2：1；斯 3：7），位於三月尾至四月初。lx
猶太人分別

有宗教曆法及民事曆法，逾越節則位於猶太人民事曆的七月分。這正是小麥成熟

的季節，也是以色列人蒙神救贖的時間，耶和華神特別要求其子民將亞筆月看為

宗教曆法的正月，為要顯出這是選民蒙拯救後的新開始。

lxi	

月分	 名稱	 節期	 季節	

宗

教	

民

間	

猶太名稱	 現今名

稱	

節期	 季節	

一	 七	 亞筆月，被擄後則稱

為尼散月（出 12：

2；13：4；拉 7：

9；尼 2：1；斯 3：

7；申 16：1）。	

三至四

月	

逾越節：正月十

四（出 12：1至

51）。無酵節：

正月十五日至二

十 一 日 （ 利

23：6）。	

初熟節：正月十

六日（利 23：

10 至 14；申

16 ： 9 ； 王 下

4：42）。	

春雨（珥 2：

23 ； 申 11 ：

14）。	

河水泛濫（書

3 ： 15 ； 代 上

12 ： 15 ； 耶

12：5）。	

大麥，小麥，無

花果及杏的成熟

（亞 10：1；可

11 ： 13 ； 太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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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被擄前稱為西弗月，

被擄後則稱為以珥月	

（王上 6：1，37；

代下	

15）。	

四至五

月	

後補的逾越節，

專為那些不能過

第一次逾越節者

而設的（民 9：

10，11）。	

是低窪地帶收割

的主要月分（得

1：22）。小麥

成熟的季節。	

三	 九	 西彎（斯 8：9）。	 五至六

月	

五旬節，又名七

七節、收割節、

初 熟 節 （ 出

23 ： 19 ； 利

23： 17， 20；

申 16：9，10；

26：2，10；斯

7：9）。	

夏季開始。直至

十月才會降雨。

露水十分多的季

節（詩 133：

3；何 14：5；

伯 24：19；撒

上 12：17；箴

26：1；何 6：

4；13：3）。	

四	 十	 搭 模 斯 （ 亞 8 ：

19）。	

六至七

月	

	
炎熱的季節。地

土也極其枯乾。

葡萄成熟的時

間。	

五	 十

一	

埃波（拉 7：9）。	 七至八

月	

	
極其炎熱。主要

是生果的月分，

包括有葡萄、橄

欖、胡桃。	

六	 十

二	

以祿（尼 6：15）。	 八至九

月	

	
極其炎熱。普遍

是葡萄收割的季

節（王下 4：18

至 20；詩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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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賽 49：9，

10 ； 啟 7 ：

16）。	

七	 一	 披擄前稱為以他念，

被擄後則稱為提斯利

（王上 8：2；代下

5：3）。	

九至十

月	

吹角節：	

七月一日（利

23 ： 24 ，

25）。	

新年：	

七月一日（民

29：1）。	

罪日：七月十日

（利 16：29，

30； 23： 27，

28）。	

住棚節：七月十

五至二十一日	

（ 利 23 ：

34）。	

大日：七月二十

二日（民 29：

35 ； 約 7 ：

37）。	

秋雨開始（珥

2：2；申 11：

14）。	

種植的季節。	

晚上有霜（創

31：40）。	

犁地及播種的時

間（箴 20：4；

傳 11：4）。	

上午炎熱，晚上

卻是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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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二	 被擄前稱為布勒，被

擄後則稱為馬西班

（王上 6：38）。	

十至十

一月	

	
種植小麥及大

麥。有雨。收割

後期的葡萄及橄

欖。	

九	 三	 基斯流（尼 1：1；

亞 7：1）。	

十一至

十二月	

獻殿節：	

七月二十五日，

為期共八天。記

念昔日聖殿被外

邦人污穢後，復

得聖殿後重新奉

獻給神的節日。

別名燭光節	

（馬加比壹書

4：52至 59；約

10：22）。	

冬季開始（約

10：22）。	

十	 四	 提別（斯 2：16）。	 十二至

一月	

	
冬季的中間。在

較高的山上有

雨、雹、雪（書

10：11）。	

在約但谷中長滿

了罌栗及白頭翁

或稱為秋牡丹的

小 花

(Ane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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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開始成熟。低

窪地帶長滿了翠

綠色的玉米。	

十

一	

五	 細 罷 特 （ 亞 1 ：

7）。	

一至二

月	

	
天氣漸暖。在遮

敝的地方杏樹及

桃樹開始開花。	

十

二	

六	 亞達（斯 3：7；9：

21 至 28）。＊由於

每年只有 354天，故

此每十九年加插七次

閏亞達月。	

二至三

月	

普珥日：十四至

十五日（斯 9：

21）。	

後雨影響日後的

收成。	

在低窪地帶有橙

及檸檬。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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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神保守的能力（13：17至 15：2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雲柱」及「火柱」如何領導以色列人呢（13：20至 21）？	

2. 為何神要使法老的心仍然剛硬，藉此顯出祂的榮耀呢（14：4）？	

3. 甚麼是「特選的車」（14：7）？	

4. 甚麼是哀求？為何以色列人看見埃及軍隊趕上來之際，向神發出哀求呢（出 14：

10）？神的子民又怎樣埋怨摩西（14：11至 12）？摩西有何回應（14：13）？	

5. 當敵軍要追捕以色列人之際，耶和華有何反應？囑咐摩西作甚麼呢（出 14：14

至 20）？	

6. 「神的使者」是誰（14：19）？	

7. 神在甚麼時分把海水分開？神把海水分開的過程中，有甚麼特別之處（14：14至

31）？又在何時合起來？以色列人有何反應？	

8. 從摩西及選民的頌歌中，他們對神有甚麼的認識呢（15：1 至 19）？婦女們也作

了甚麼來回應神的拯救（15：20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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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雲柱」及「火柱」如何領導以色列人呢（13：20至 21）？	

「雲柱」在日間發揮其作用，讓百姓憑著肉眼，可知道神的帶領，在路上蒙主的

指引。「火柱」在晚上發出光亮，照明百姓的道路。「火柱」所發出的光輝很特

別，因為它只照亮以色列人的那一邊，在埃及人的那一邊卻完全沒有光亮，而且

「火柱」所發出的光輝及晚上的漆黑，總不可相近（14：20）。	

2. 出埃及記所記述的「紅海」，是否與現今的一樣呢？	

經過三千五百多年的環境及地理上的變遷，加上出埃及記沒有充裕的資料及數據；

故此，學者至今也不能最確實斷定昔日以色列人渡紅海的位置。埃及位於非洲的

東北面，神的選民所居的歌珊地是在埃及的東北，靠近西乃半島（現今普遍譯作

西奈半島）的西北面。埃及地及西乃半島於北面連接在一起，南部則隔有蘇彝士

運河，乃是於十九世紀才開鑿的。現今的紅海從西乃半島南部伸展至阿拉伯的南

也門，約有二千公里，海峽最闊的地方有三百五十公里，歌珊地與它分隔太遠，

加上以色列人的人數約有二百萬，渡過這處的機會一定不高。在出埃及記的十四

章內，只交待百姓渡過一個「海」，在原文“yam”是一個籠統的字眼，也許可指

作「湖」、「海」、「河道」等（參考賽 19：5），甚至也可解作任何水域，因

為地中海亦可稱為“yam”，唯有出埃及記十三章第十八節、十五章第四及二十二

節，才稱這處為「紅海」“yam	sup”，但這字眼正確的翻譯應是「蘆葦海」（參考

2：3，5）。在舊約時代，「蘆葦海」的用法十分普遍，一方面可指「阿卡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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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上 9：26），指「蘇彝士灣」（民 33：10），不一定是指以色列人曾渡過的

那水域（14：2）。此外從埃及人的文獻中，發現蘭塞城附近有一個名叫「蘆葦

湖」的地方，極難斷定它的位置，但從地理環境來推考，這地方極有可能是昔日

的蘇彝士地峽，即今天蘇彝士運河的所在地。在悠長的歲月中，學者經過多年的

研究，分別提供以下四處地點：	

a) 一：這派學者認為，紅海即現今蘇彝士港附近的蘇彝士灣口，這處的潮汐受

北風及東風影響很大。若這灣口在古時的水位較現今高，蘇彝士灣應深入陸

地，靠近苦湖“Bitter	Lakes”；故此，以色列人大有可能在此渡過。但考古學

者所提供的資料，讓我們看見蘇彝士灣及阿卡巴灣的水位，在三千多年內也

沒有大變，因此可說，歌珊地離這處實在太遠了。	

b) 二：蘇彝士地峽中部的田撒湖“Lake	Timsah”附近，靠近現今的伊斯瑪里亞城

“Ismailiya”。這地點雖較近歌珊地，也接近疏割，地理位置較為合宜。但從

聖經的記述中，以色列人曾在以倘安營後（出 13：20），便轉回到比哈希錄

及巴力洗分，位於密奪及海的中間安營（14：2）。以倘位於曠野邊界，位

置雖未能確定，但極有可能是一個埃及人的駐防處。神的選民未能順利通過，

才向北或南折回。田撒湖的說法與這些情況不相符，何況這湖面積不大，有

時只是一片沼澤。	

c) 三：位於曼薩拉湖“Lake	Menzaleh”的南部。從地勢而論，昔日的水域比現今

的的廣闊，以色列百姓需跨海而過。這處極有可能是蘆葦海。巴力洗分為今

天的泰狄夫尼“Tell	Defneh”。	

d) 四：有些學者則認為蘆葦海位於西乃半島北岸及地中海，只隔著一道狹長沙

堆的薩爾邦尼斯湖“Lake	Sirbonis”，也即現今的巴達威爾湖“Lake	Bardawil”。

這湖雖長滿了蘆葦，但若說神以強烈東風吹來，把水分開，然後以色列人在

狹長的沙堆經過，與聖經的記載有許多不吻合的地方。

lxii	

3. 為何神要使法老的心仍然剛硬，藉此顯出祂的榮耀呢（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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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剛硬」（出 14：8），意即神容讓這外邦君王的心剛

硬，任憑他食言，可見這位法老王完全沒有悔改的心。神並不是沒有慈憐，祂多

次給法老認識祂的權能，顯示祂就是耶和華，乃是全地的主宰，但法老目睹神的

大能，仍執迷不悟，不肯悔攻，最終自討苦吃，甘心揀選滅亡之路。法老以人的

方法對付以色列人，在這群手無寸鐵，沒有優良武器的百姓中，神卻以祂所彰顯

的大能消滅敵軍，明顯看見，希伯來人得蒙保守，完全是出自至高者的看顧，從

這救贖的行動中，顯出神的榮耀來。	

4. 甚麼是「特選的車」（14：7）？	

「特選的車」，有英文聖經譯作「最好的馬車」“the	best	 chariots”(NIV)。在古埃

及，軍隊使用極其優良的戰車。根據資料顯示，埃及地的特選戰車，通常由兩至

四隻馬匹拉動，由三位兵士乘在其上。其中一位是駕馬車的，主要的職責是駕駛，

很少需要在戰場上作戰，另一位則是保護駕車者，第三位則是戰車上的作戰者。

lxiii
埃及法老王差派其精銳的軍隊，使用六百輛特選的戰車，來追捕手無寸鐵的以

色列人，可見法老王攔阻神的選民離開埃及的決心。	

5. 甚麼是哀求？為何以色列人看見埃及軍隊趕上來之際，向神發出哀求呢（出 14：

10）？神的子民又怎樣埋怨摩西（14：11至 12）？摩西有何回應（14：13）？	

a) 百姓的哀求：「哀求」（原文編號 6817），在希伯來文中，含有「大聲悲哀

地呼求」的意思，藉此可見，當以色列民目睹敵軍的前來，心中顯得十分悲

哀，因為恐怕性命難保，故此立時向神發出呼求。	

b) 百姓的怨言：	

i) 沒有存感激的心：百姓對摩西不但沒有存感激的心，並且還埋怨他，他

們不滿神的僕人背後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難道死在曠野比死在埃

及地好？第二，難道死在埃及比事奉埃及人好（14：11，12）？	

ii) 貪生怕死：從百姓的怨言中，發現他們貪生怕死，寧可存留生命作奴隸，

也不嚮往作一個為信仰犧牲的自由人。此外，這些百姓完全沒有恩情，

一方面對神的僕人沒有存半點感激的心，也對神的拯救，沒有絲毫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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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這群以色列人，只有舉目看當時的環境，卻沒有靜觀神的工作，可

見他們毫無屬靈的洞察力，對神完全沒有信靠的心。	

c) 摩西的回應：	

i) 不要懼怕（14：13）：懼怕可以使人失去理性，在歇斯底理的情況下，

人會胡亂作出判斷及作一些反常的事情。若眾多的以色列人，失控的四

處亂奔，以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時，事情會變得更糟糕，也許會彼此踐

踏，以致有多人死傷。摩西不愧為領袖，面對敵軍的迫近，仍可安慰百

姓，顯出他有大將之風。	

ii) 只管站住（14：13）：「只管站住」，即吩咐百姓應冷靜下來，不要胡

亂的走動，這是控制混亂場面及群眾一個非常美好的方法。	

iii) 看神救恩（14：13）：「看耶和華今天向你們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

提醒神的子民，不應只看環境，乃要仰望神，等候祂工作，讓神來接管

大局。	

iv) 只管安靜（14：14）：若以色列人的人數有二百多萬的話，在驚恐中，

群眾中必定會發出尖叫或哀哭，這些消極及使人灰心失意的聲音，一定

使民的心也消化起來。整頓軍心、吩咐百姓要安靜、不要作聲，是必須

作的。	

v) 消滅敵軍（14：13）：摩西向百姓應許及保證，神必為其子民出頭，把

所有追捕以色列人的埃及軍隊消滅。	

vi) 為民爭戰（14：14）：在這次被埃及人追捕的行動中，摩西代表神發言，

宣告神必為子民作戰。	

6. 當敵軍要追捕以色列人之際，耶和華有何反應？囑咐摩西作甚麼呢（出 14：14

至 20）？	

a) 神的質詢：「你為甚麼向我哀求呢？」（14：15）聖經沒有交待摩西在何時

向耶和華發出哀求，或許是基於群眾壓力的驅使，才有這行動。無論如何，

摩西實在為勢所迫，由於百姓向他大發怨言，使他向神發出哀求。神這樣說，

也暗示摩西在神面前的禱告，是存著抱怨的心情；故此，主才向他作這樣的

質詢。從這事例中，看見神所重用的僕人，也有其人性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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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神的應許：	

i) 海水分開（14：16）：神向摩西所應許的，讓神人可把海水分開，如此

作是違反了自然的定律，確實是人類歷史中的創舉。	

ii) 行在乾地（14：16）：即使海水分開後，若眾多婦儒要走在泥濘中，實

在是苦事。神不單叫海水分開，並且使濕滑的海床變成乾地，一方面看

見神的大能，此外，也看見主對其子民無限的憐愛。	

iii) 彰顯榮耀（14：17，18）：在中文聖經和合本內，短短的兩節經文中，

「榮耀」竟出現了兩次之多。神在這次拯救的行動中，要顯出祂的榮耀

來。在整本聖經內，神施行神蹟有一主要目的，乃是藉此叫人看見祂的

榮耀，並且可認識祂為耶和華。	

iv) 保守百姓（14：19，20）：在應許中，神向摩西保證，一定會保守其子

民。「神的使者」，即「雲柱」及「雲火柱」（14：19，24），乃是

「耶和華」本身（14：24）。神以「雲柱火柱」引導百姓，也從前邊轉

往後面立住，這樣說，乃是說明耶和華不單是百姓引路的主宰，也是在

後邊蔭庇他們的看守者。	

c) 神的囑咐：在這救贖大行動中，神吩咐摩西向海伸杖（14：16），海水便會

分開。杖只不過是死物，完全沒有神秘的力量。摩西卻依照神的指示來作，

完全沒有質疑神的指引，顯出神人對主的順服及信心。	

7. 「神的使者」是誰（14：19）？	

普遍福音派的解經家皆認為「神的使者」（14：19）、「滅命的」（或根據英文

聖經譯作「滅命者」“destroyer”）、「耶和華的使者」（創 16：7；18：13；出

3：2），均是指耶穌基督未成為肉身前，向人顯現的一些例證。從這些經文的上

文下理來看，許多皆暗示或明示這使者就是耶和華。	

8. 神在甚麼時分把海水分開？神把海水分開的過程中，有甚麼特別之處（14：14至

31）？又在何時合起來？以色列人有何反應？	



 57 

a) 海水分開的時間：「晨更」（出 14：24），有學者認為這大約是早上三時至

黎明的時分，

lxiv
也有別的學者認為希伯來人把晚間分為三更，「晨更」乃是

早上二時至六時。

lxv
神在「晨更」時分，攻擊埃及軍隊，使他們大大混亂

（14：24），藉此推斷，神是在較早的時間使海水分開，是在凌晨時分施展

祂的大能的。	

b) 海水分開的過程：摩西向海伸杖，神便以大東風使海水分開，海水在子民的

左右作了牆垣，海也即時成了乾地，好讓百姓走在乾地上。	

c) 海水復合的時間：聖經的記載是，摩西再次向海舉杖，到天一亮海水再次復

合起來（14：27），把所有的埃及人淹死。	

d) 以色列民的反應：藉著這次的行動，眾百姓看見耶和華所施的大能，便對神

產生敬畏的心；此外，也使他們對神及其僕人摩西，生發信服的心（14：

31）。	

9. 從摩西及選民的頌歌中，他們對神有甚麼的認識呢（15：1 至 19）？婦女們也作

了甚麼來回應神的拯救（15：20至 21）？	

a) 選民的歌頌（15：1至 9）：	

i) 耶和華是戰士（15：3）：以色列人目睹耶和華顯出大能，滅絕追捕他們

的埃及軍隊後，便向祂歌唱，藉詩歌表揚及歌頌這位至高之主。詩人以

耶和華為戰士，但以色列人起來爭戰，結果百姓大獲全勝。其中作者對

這位戰士分別有不同的認識。	

ii) 與民的關係	

a) 個人的主（15：2）：百姓蒙恩得著拯救，全會眾經歷神救贖之恩，

不但如此，神的恩惠及能力，個別也能體會得到。詩人稱耶和華為

「我的力量」、「我的詩歌」、「我的拯救」、「我的神」，並且他

的回應是，「讚美」及「尊崇」祂。	

b) 父親的主（15：2）：耶和華乃是亞伯拉罕、以撒及雅各的神，現今

以色列民親嘗神拯救的大能，體驗到他們先祖所跟隨及事奉的乃是耶

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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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至高的主（15：11）：以色列人在這次經歷中，認識耶和華比一切

外邦神明還大，祂就是耶和華，祂就是宇宙萬物的主宰，因為沒有神

明像祂是「至聖至榮」、「可頌可畏」及「施行奇事」的主。	

d) 永遠的王（15：18）：詩人對耶和華有非常獨特的認識，乃是永遠

的君王，因為祂可掌權直到永永遠遠。耶和華就是自有永有者，祂的

權能是直到永永遠遠的。	

e) 慈愛的主（15：13）：在這次救贖大行動中，百姓深深經歷及體會

神是一位慈愛的主宰，祂不單滿有能力，並且在祂裡面有豐盛的慈愛。	

f) 引導的主（15：14）：神以祂的慈愛引導百姓，看見祂是看顧子民

的至高者；此外，神引導百姓進入祂的「聖所」（出 15：13），意

即神賜給子民流奶與蜜的應許地（參考出埃及記 15：17），藉此看

見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祂也是一位信實者。	

iii) 戰士的介紹：作者以擬人法來介紹耶和華神的作為及本身，分別以「右

手」、「鼻」及「膀臂」來顯示神的大能。	

a) 神的右手（15：6，12）：希伯來人視右邊為尊貴的表記；故此，詩

人多次論及神的右手。神的右手「施展能力」、「顯出榮耀」，藉祂

的大能，滅絕以色列人的敵人。	

b) 神的鼻孔（15：8）：神「鼻中的氣」，指用來分開海水的大東風

（14：21），鼻孔所吹之氣，可分開海水，藉著擬人法的描寫，帶

出神無比的威力。	

c) 神的膀臂（15：16）：詩人述說神的作為時，當拯救行動的消息傳

至外邦時，使外族人的心消化，也叫他們戰競起來（15：14，15），

因為耶和華是滿有大能的主宰。	

b) 婦女的回應（15：20 至 21）：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被稱為女先知，拿著

鼓帶領婦女跳舞歌頌，藉此稱頌神大能無比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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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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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在曠野的保守（15：22至 18：27）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在瑪拉發生了甚麼事件（出 15：22）？甚麼是律例典章（出 15：25）？誡命又

是甚麼（出 15：26）？為何神要把律例、典章、誡命賜給祂的子民？	

2. 以琳這處地方有何特色（15：27）？	

3. 百姓在曠野地犯了甚麼錯事（16：1至 3）？	

4. 神所賜下的天糧是甚麼的食物？其中有甚麼屬靈的啟迪（16：4至 25）？	

5. 在摩西擊打磐石的事件中，有何地方藉得注意（17：1至 7）？	

6. 摩西基於甚麼緣故而築壇呢（17：14）？	

7. 摩西的岳父是認識耶和華的人嗎（18：1 至 12）？葉忒羅替摩西設辦法處理民中

的事務，是否用了人的方法？或是有神的心意在其中呢（18：13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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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在瑪拉發生了甚麼事件（出 15：22）？甚麼是律例典章（出 15：25）？誡命又

是甚麼（出 15：26）？為何神要把律例、典章、誡命賜給祂的子民？	

a) 瑪拉的事件：當以色列人到達了書珥的曠野，經過三天也找不到食水，最後

雖找到水源，但這些水是苦的，不可飲用；故此，百姓便向他們的領袖發怨

言，埋怨沒有水喝。摩西向神呼求，耶和華便指示他把水除去苦味的方法，

乃是把一顆樹丟在水源中，那裡的水便變成甘甜。因此，替這地起名叫瑪拉，

即苦的意思。	

i) 律例的含意：「律例」（原文編號 2710），在英王欽定本分別譯作「條

例」“statute”、「法令」“ordinance”、「判決」“decree”、「律法」“law”

及「誡命」“commandments”等。這字眼可指「特定的判決」、「普遍的

法律」或「神向人所頒佈的公民條例」。	

ii) 典章的含意：「典章」（原文編號 4941），在英王欽定本分別譯作「判

決」（296 次）“judgment”、「法令」（11 次）“ordinance”、「律法」

（2次）“law”。其中有一含意，乃是「公義的判決」。	

iii) 誡命的含意：「誡命」（原文編號 4687），希伯來文中“mitsvah”可譯作

「誡命」“commandments”、「教訓」“precept”、「律法」“law”或「法

令」“ordinance”等。其中可指「神的誡命」或「智慧的法令」“code	 of	

wisdom”。神賜下律例、典章及誡命，其中有以下的一些用意：	

a) 藉此試驗百姓（15：25）：神把律例、典章及誡命啟示，為要讓百

姓知道祂的心意及屬性，也好叫祂的子民知道祂的絕對標準。若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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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神的心意時，便應照祂的說話去行，若違反者，就是干犯祂的命令。

神將祂的話賜下，為要試驗人，「試驗」在希伯來文是含有「測試」

及「測驗」的意思。神絕對不會「試探」人（雅 1：13），乃是藉此

試一試百姓是否甘心樂意遵行祂的話。	

b) 讓百姓留心聽（15：26）：「神的話」，在希伯來聖經是翻作「神

的聲音」，一個甘心樂意遵行神話語的人，會留心聽神的聲音，正如

一個聽話的小孩子，是會留心注意雙親的聲音，若聽聞兩人的聲音時，

便會作出適切的行動。	

c) 行神看為正的（15：26）：神把祂的心意賜給百姓，為要他們行祂

眼中看為正的事。世上許多人行他們眼中看為正的事，結果犯罪得罪

神。神的子民要極其小心，絕不可以自己的眼光或準則來判斷事情，

乃要以至高者的眼光來看及剖釋每一件大小事情，這樣便不會偏離神

的心意。	

d) 守神一切的話（15：26）：只是留心聽神的說話是不足夠的，神的

兒女應進深一步，乃是要遵行祂的指引。知而不行，不是神的旨意，

神期望祂的子民去守道，從一個人的守道態度來看，便知道這人是否

能經過神的測試，也能知道他是否蒙主驗中。	

e) 使民避開災害（15：26）：在埃及地，耶和華以各類的病患來攻擊

及懲治埃及人。埃及國蒙神的管教，是因為這些人背棄了真神，以假

神為主，這是背道的表現。以色列人若謹守遵行至高者的吩咐，便免

去病患，這樣便會蒙神賜下健康，顯出耶和華是醫治的主，並且祂也

樂意醫治百姓的疾病。	

2. 以琳這處地方有何特色（15：27）？	

以琳，含有「大樹」、「棕樹」等意思。

lxvi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到達此地時，那裡

有七十股水泉，七十棵棕樹。「棕樹」，即「棗棕樹」“date	 palm”，學名為

“Phoenix	dactyliferia”，是一種果樹，但若不結果的話，可生長出更多葉子，成為

人遮蔭的地方。這種果樹可長至九十英呎高，樹頂長出約有九英呎像羽扇的葉子，



 63 

lxvii
其結出的棗，可製酒（箴言書 20：1）、棗蜜（代下 31：5）、乾糧等，是阿

拉伯人主要的食糧。

lxviii
以琳是以色列人在烈日當空得蔭庇及安竭的地方，這裡豐

富的水源，使百姓可享用新鮮甘甜的泉水，可口甜美的棗，也可成為選民的點心，

從此看見，神為其子民的安排是十分周詳的。	

3. 百姓在曠野地犯了甚麼錯事（16：1至 3）？	

以色列人出埃及兩個多月後，便於以琳及西乃中間，即汛的曠野，向摩西大發怨

言，寧可死在埃及地，因為在那裡可有肉吃，使他們飽足，現今卻要餓死了！意

即寧願身為埃及奴隸，也不甘心作一個自由人，死在曠野地。這無形中是向神投

訴，指控祂的引導不佳，帶領百姓進入死胡同，受著肉身的煎熬。	

4. 神所賜下的天糧是甚麼的食物？其中有甚麼屬靈的啟迪（16：4至 25）？	

a) 子民的天糧：耶和華在晚上把鵪鶉賜下，讓他們有肉可吃（16：13），於早

上卻把「嗎哪」賜下（16：31），讓百姓在早晚均可吃得飽足。「嗎哪」

（原文編號 4478），意即「這是甚麼呢？」（16：15），它的外貌像圓形的

芫荽子，顏色是白色的，味道卻像攙蜜的薄餅（16：14，31）。「圓物」

（原文編號 2636），可解作「磷狀」或「片狀」「芫荽子」則是「胡荽」

“coriander”。「胡荽」，學名為“Coriandrum	sativum	L.”，屬「繖形科」。一

年生草本，高 30至 100公分，全體具強烈香氣。基生葉 1至 2回羽狀全裂；

莖生葉 2 至 3 回羽狀深裂。複繖形花序頂生，花小，白色或淡紫色，雙懸果

近球形。

lxix	

b) 靈性的啟迪	

i) 信心的功課：神在早上把嗎哪賜給以色列人，在晚間將鵪鶉賜與其子民，

藉此證明祂就是耶和華（16：12）。神嚴禁其子民多取嗎哪，不可留至

明天的早上，因為會生蟲發臭（16：20）；但奇怪的是，為安息日所採

的雙份，卻可保存多一天（16：23至 24）。神藉此訓練其百姓的信心，

教導子民以信心仰望神信實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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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貪心的功課：耶和華教導子民應按著自己的飯量來取嗎哪的份量，或許

有些人因起貪念或缺乏信心，以致多取嗎哪的份量。在取嗎哪的事情上，

神教導其子民切勿貪心。屬神的子民應求主除去我們的貪念，使我們免

受這雜質所影響，免得犯罪得罪神。	

iii) 安息的功課：在安息日的前一天，神讓以色列人為安息日多取一份嗎哪，

因為在安息日中不可取嗎哪。罪人本應勞碌工作，汗流滿面才可糊口。

在安息日不用作工，神無形中是減輕了對人的刑罰，這本是恩典，但神

的選民卻不明白其意義，他們誤以為安息日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嚴禁作

工。現今神教導百姓，為安息日儲量，不讓他們在安息的日子取嗎哪，

為要他們學習享受神所賜的安息。	

iv) 感恩的功課：「一俄梅珥」約有兩公升（16：16）。神的指引，是各人

可取一俄梅珥的嗎哪，這應足夠他們享用，但也可按個別的需要來取。

兩公升是頗多的份量，看見神的供應是充足，並且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的。蒙受神這麼大的恩惠，摩西更囑咐亞倫，把嗎哪盛滿一個罐子，使

它放在約櫃前，帶往應許地去，讓百姓可記念神的恩典，藉此學習感恩

的功課。	

5. 在摩西擊打磐石的事件中，有何地方藉得注意（17：1至 7）？	

a) 百姓常發怨言：在以色列人飄流曠野四十年中，選民多次向神發怨言，由於

食水的問題，也埋怨神和人不下數次（出 15：24；出 16：3；民 20：2），

而出埃及記 15：24與民數記 20：2的事件，雖與擊打磐石有關，但兩者完全

是不同的事件，第一，地點不同，出事的地點是利非訂與加低斯（出 17：1；

民 20：1）；第二，時間的不同，摩西的第一次擊打磐石，是在前埃及後不

久發生的（參考 16：1），第二次是在米利暗死後發生的（民 20：1）；第

三，吩咐的不同，首次是神吩咐摩西以杖擊打磐石的（出 17：6），第二次

神是沒有命令摩西擊打磐石的，只叫他吩咐磐石，水便可湧流出來了（民 20：

10，12）。藉此看見，神的百姓多次埋怨神，背後卻是含有試探神的動機

（出 17：7）。「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Is	 the	 Lord	 among	 us	 or	

not?”(NIV)，說明以色列人真是膽大包天，多次經歷神的大能，仍會說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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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因沒有水喝，便質疑神是否與他們同在，一方面顯出他們的小信，另

一方面，也表明他們是試探神的一群。	

b) 摩西也是常人：中文聖經和合本說，「百姓沒有水喝，所以與摩西爭鬧」

（20：1，2），「爭鬧」可解作「吵架」，看見神人摩西面對以色列人潑婦

罵街式的質詢時，也許動了肝火，與他們大吵大鬧來。此外，從摩西向神發

出的禱告中，也顯出他心中的苦澀味。在這事件中，發現摩西也是常人，面

對人不斷的攻擊及發怨時，也會向人作猛烈的回應，也流露出對神的不滿。	

6. 摩西基於甚麼緣故而築壇呢（17：14）？	

亞瑪力人前來攻擊以色列人，摩西便帶同亞倫及戶珥上山舉杖禱告，差派約書亞

作將軍，帶領所選召軍隊與敵軍開戰。摩西何時舉手，何時便得勝，何時垂手，

亞瑪力人就得勝。於是亞倫及戶珥便想起法子來，把石頭搬來，讓摩西坐在其上，

在右在左，兩人以雙手攙扶摩西的手，因此，以色列軍大獲全勝。在此看見祈禱

在爭戰的事情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於得勝，便為耶和華築壇，起名「耶和華

尼西」，即「耶和華是我旌旗」，即神是我的得勝。	

7. 摩西的岳父是認識耶和華的人嗎（18：1 至 12）？葉忒羅替摩西設辦法處理民中

的事務，是否用了人的方法？或是有神的心意在其中呢（18：13至 27）？	

a) 葉忒羅：葉忒羅又名流珥，是米甸人的祭司（2：16，18），或許未認識摩

西前，還未認識耶和華才是真神。但經過神以大能帶領百姓離開埃及後，葉

忒羅對耶和華有以下的評價：第一，承認耶和華是拯救以色列人的主宰（18：

10）；第二，接受耶和華比萬神都大（18：11）。此外，摩西有以下的一些

表現或行動，為到神拯救以色列人而歡喜（18：9），表明耶和華是應當稱

頌的（18：10），並且還向神獻上祭物（18：12）。從此可見，摩西的岳父

是認識耶和華及尊祂為主的。	

b) 眾多的事務：葉忒羅看見自己的女婿處理眾多的事務，以致筋疲力盡，便向

他建議，在民中找出助手，協助他處理內政。葉忒羅從建議中，也看見他是

敬畏神的，因為作為助手其中首選的條件，就是要敬畏神（出 18：2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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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條件，是要選恨惡不義之財的人，換句話說，廉潔正直是非常重要的

（18：21）。在建議中，葉忒羅也注重這是否神的心意（18：23），提醒摩

西要尋找神的心意，不應胡亂接受這辦法。從以上的資料數據來看，葉忒羅

是有敬畏神的心，或許其建議全屬人的經驗談，但實在也可減省了摩西的重

擔。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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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神律法的介紹（19：1至 23：3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西乃山位於何處（19：18）？為何神要揀選以色列人為選民呢（19：4 至 6）？

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前，要求百姓作甚麼準備呢（19：7至 25）？	

2. 十誡的要義是甚麼（20：1至 17）？	

3. 根據神的指示，以色列人有甚麼權益（21：1至 32）？	

4. 神教導子民在處理自己的財產上，別人及自己應有甚麼的權益呢（21：33 至 22：

15）？作為神的子民，行事為人應有甚麼獨特的操守（22：16至 23：9）？	

5. 選民在宗教節期方面，有甚麼特別的條例（23：10至 33）？	

6. 在攻佔別人的領土上，應留意甚麼（23：20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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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西乃山位於何處（19：18）？為何神要揀選以色列人為選民呢（19：4 至 6）？

耶和華降臨在西乃山前，要求百姓作甚麼準備呢（19：7至 25）？	

a) 與民立約的地點（19：1，2）：西乃山的別名為何烈山（3：1；18：5）。

西乃山的名稱極有可能是源自古代閃族所敬拜的月神「辛」“Sin”，而何烈山

在希伯來文即「荒涼之地」。由神多次顯現在西乃山，並且這是以色列人獲

取十誡之地點，故此，選民視之為聖山。嚴格來說，何烈與西乃是指同一的

地點，但只有申命記某幾處，以何烈為更廣大的地域（4：10；9：8；18：

16）。時至今日，學者對西乃山的地點，也未能確實。最少有三種不同的講

法：	

i) 第一種理論：依據傳統的說法，西乃山乃位於西奈半島的南端。這裡有

三座高峰，均可是昔日摩西與神會面的地方。第一處為海拔 244 公呎的

摩西山“Jebel	Musa”，這乃是後人替它起名的。第二處為位於海拔2260公

呎的加大利納山“Jebel	Katarina”。第三座山峰是位於加大利納山西北約三

十多公哩的撒堡山“Jebel	Serbal”。可是根據歷史的資料，在摩西時代，西

乃山半島的南端為埃及屬土，是昔日挖銅採玉的礦場。反對這學說的學

者，認為以色列人逃避埃及大軍後，絕對不會返回敵人的勢力範圍內居

住約一年之久。	

ii) 第二種理論：推斷西乃山乃位於阿拉伯的西北、阿卡巴灣的東南。由於

這地是地震區，隨時會發生火山爆發，與聖經的記載，當耶和華頒佈十

誡時，有密雲、雷轟、閃電、地震等現象吻合（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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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第三種理論：認為西乃山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加低斯巴尼亞。他們這樣

推斷，是由於以色列人曾想用三天的路程來這裡敬拜神（3：18；5：3；

8：27）。15：22 說以色列人曾在曠野走了三天的路程，找不到水，然

後才扺達瑪拉。17：1 至 7 又說他們來到瑪撒及米利巴。根據 20：1 至

13 的記述，米利巴似乎在加低斯附近，並且在聖經上有某幾處地方，米

利巴及加低斯的名字是連寫的。參考申命記 33：2、士師記 5：4 至 5、

哈巴谷書 3：3 等經文，似乎均支持這種講法。但是申命記 1：2 明說，

從西乃山到加低斯巴尼亞有十一天的路程；故此，這種說法難以成立。

lxx	

b) 與民立約的目的（19：3至 6）：耶和華拯求以色列人後，對子民存著期望，

通過與民立約，表明祂的心腸肺腑。在這約中，神願意以色列人成為祂的

「子民」、「聖潔的國民」、「祭司的國度」。這三個位份背後有神的心意，

第一，神願意以色列人只以祂為主，第二，盼望百姓能聖潔的過活。第三，

希望子民會成為神和人之間的中保，通過分別為聖的生活，使外邦人可認識

耶和華為主（參考以賽亞書 43章），簡單來說，神選召以色列人其中的用意，

乃要藉他們成為耶和華的見證人（賽 43：12）。	

c) 民接受約的內容（19：7，8）：當摩西把神的心意向百姓宣告時，神的子民

異口同聲的回答，表明願意遵行神的話。	

d) 神之民自行潔淨（19：9 至 25）：耶和華未降臨在西乃山前，囑咐百姓要有

三天的準備，預備與神立約。神吩咐以色列「自潔」（原文編號 6942），可

解作「分別為聖」，此外，要求百姓清洗衣服，還有男士們不可親近女色。

衣服是身外物，為要表示尊敬神，衣服也要洗淨。親近女子是肉體的接觸，

神以此為夫妻之間親密關係的表徵；現今親近神時，也要禁止這肉體方面的

接觸。「自潔」或「分別為聖」可以是心靈上的自潔及自省，若要就近至聖

潔的主，心思上的分別是十分重要的。	

2. 十誡的要義是甚麼（20：1至 17）？	

a) 文士的問題：有一位文士來問主耶穌，那一條誡命是最要緊的，主的回答是

「第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阿、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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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

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可 12：29 至 31）從主耶穌對律法的註解，

便知道律法的要義，是愛神及愛人。神藉摩西向以色列人頒佈十誡，仔細分

析其中的內容時，會發現頭四條誡命是關乎愛神的部份，接著六條的誡命，

是與愛人有關的。	

b) 分類：猶太人以二十章第二節為第一條誡命，三至六節為第二條誡命；羅馬

天主教卻認為第三至六節為第一條誡命，把第十七節分為兩半，湊成十誡；

普遍更正教徒，視第三節為第一條誡命，四至六節為第二條誡命。

lxxi	

i) 第一條誡命：出 20:3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	

a) 獨一的真神：經歷神拯救之恩的人，應認定唯有耶和華是獨一的真神，

除祂以外，沒有別的神明。經過救恩的大門，唯有嘗過主恩滋味的人，

才可認識祂是真神。可見十誡不是讓人死守的，沒有經歷的人，無法

可承認唯有耶和華是神。	

b) 除了我以外：「除了我以外」，英王欽定本是譯作「在我面前」

“before	me”，意即在「我的眼目前」，不可有對抗祂的或附加者，

真神是不容許別的神明與祂共存的。

lxxii	

ii) 第二條誡命：	

a) 出 20:4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

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b) 出 20:5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

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c) 出 20: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1) 耶和華厭惡偶像：從第二條誡命中，看見耶和華是極其厭惡人雕

造偶像，並且至高之主嚴嚴的囑咐人，切勿跪拜及事奉偶像，因

為耶和華是忌邪的神，意即祂厭惡人把愛情獻給假神。耶和華就

是宇宙唯一的主宰，極其討厭世人誤以別神明為主；正如在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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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丈夫極其恨惡妻子對他不貞。同樣，神要求子民對祂的

愛是專一的。	

(2) 忌邪的神：在此看見神是忌邪的，必追討雕刻及敬拜假神者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證明神是恨惡事奉假神的人；另一方面，

看見耶和華是何等慈愛的主，對愛祂守誡命的百姓，必發慈愛，

直到千代。	

iii) 第三條誡命：出 20:7 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

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妄稱」（原文編號 7723），有三個主要的含

意，即「空」、「虛空」及「虛假」。在這處的意思，參照聖經的上文

下理，應與「虛假」有關。申命記6：13，人可以神的名字起誓，第三條

誡命的主要教訓，乃是要求人不要指著祂的名起假誓（利 19：12）。	

iv) 第四條誡命：	

a) 出 20:8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	

b) 出 20:9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	

c) 出 20:10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

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	

d) 出 20:11因為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

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人犯罪後勞苦歎息，

因為要汗流滿面才可糊口，這皆是罪的後遺症。現今在一週內，於安

息日（星期六）內甚麼工也不用作，無形中神是減輕子民在地上的咒

詛，可以在極其辛勞的生活中，可以得著舒緩，顯示神是滿有恩惠的。

此外，神創造的大工程中，六日作工，第七日便安息；故此，也囑咐

子民要定安息日為聖日。	

v) 第五條誡命：出20:12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

上、得以長久。人若孝敬父母的話，便可享長壽，這是帶應許的誡命

（弗6：2，3）。孝教父母的動力是本於愛，也是飲水思源的表現。人活

在世上，應有恩情。父母對子女，或多或少都有養育之情，報答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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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就是孝敬了。「孝敬」（原文編號 3513），可解作「尊敬」或

「頌揚」的意思。甚麼是孝敬雙親？對外而論，是藉著表揚之法，讓外

人知道父母親的恩情；對內而論，藉身體力行，敬重父母，這是孝道了。	

vi) 第六條誡命：出20:13不可殺人。生命是神所賜的，人沒有權柄取去人的

生命，也不可取去自己的生命。若人是以愛為本，便不會輕易奪去人家

寶貴的生命了。	

vii) 第七條誡命：出20:14不可姦淫。在合法婚姻以外的男女肉體關係，稱之

為婚外情，神視之為姦淫。丈夫對妻子不忠，妻子對其配偶不貞潔，這

是姦淫。若夫婦之間，以愛為本，真心相愛，就不會作出害羞的事。在

神眼中，絕對沒有中國人所說，「人不風流枉少年」這樣謬論，婚姻以

外的性行為，神稱之為罪惡，判定為姦淫。	

viii) 第八條誡命：出20:15不可偷盜。沒有得到人家的同意，擅自取別人的物

品，稱之為偷盜。神藉這條誡命，向其子民宣告，人不可盜取人家的物

件，藉此保障人的權利。人若愛人如己，怎會盜取別人的東西，剝奪人

基本的權益呢！	

ix) 第九條誡命：出20:16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中文聖經和合本的譯法，或

許會誤導人，認為作假見證而不陷害人是可以的。「陷害」是非常重的

句語，參照英文聖經所用的“against”，可指「反對」或「對付」；故此，

這處可譯作「不可作假見證對付人」。無論是存著惡意與否，作假見證

就是說謊，就是不誠實，在神的眼中則視為罪惡。十誡的要義，是愛神

及愛人；人若有愛，便會以真誠對待別人，絕不會作假見證對付別人。	

x) 第十條誡命：出20:17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

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人類犯罪後，其中一軟弱，就是貪心了。作為

神的子民，絕不可貪戀別人的妻子及財物。神的選民，應儆醒及提防自

己，勿進入貪的圈套中，使自己無法自拔。	

3. 根據神的指示，以色列人有甚麼權益（21：1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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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奴僕的權益（21：1 至 11）：神不淮希伯來人買自己的弟兄作為永遠的奴隸，

要在第七年時釋放他們（21：2 至 3），男僕也可自願永久性的歸向其主人

（21：5至 7），女奴隸也可享有基本的權益（21：7至 11）。	

b) 生命的權益（21：12至 32）：	

i) 誤殺與謀殺：神讓百姓知道甚麼是誤殺、兇殺（22：13，14，18至21），

並且讓誤殺者可獲生機，讓他們可逃往逃城去（22：13；民 35：11）。	

ii) 應執行刑罰（22：23至 25）：舊約教導人應執行刑罰的，因為神的話是

明說，「以命償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

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讓人知道犯法是應付上責任的，自己應

承擔犯罪的後果。	

iii) 死罪的類別（21：12，15至 17）：神視某些罪行為罪大惡極，足以判定

這人難逃一死，如毆打或咒罵父母、拐帶、販賣及禁錮人口、蓄意殺人、

故意危害他人等（21：29），以此為死罪。	

4. 神教導子民在處理自己的財產上，別人及自己應有甚麼的權益呢（21：33 至 22：

15）？作為神的子民，行事為人應有甚麼獨特的操守（22：16至 23：9）？	

a) 市民安全的保障（21：33至36）：中國古人的教導，「各家自掃門前雪」，

這種講法是十分自我及自私的，完全失去彼此相助的精神。神教導其子民，

應關注自己所身處的環境，要蓋好井口，免得別人的牲畜掉在其中以致死掉，

也要拴住經常傷人的牛隻，免得使老百姓受傷，若由於妄顧他們的安全，要

作出保償。	

b) 物主權益的保障（22：1至 15）：	

i) 處理偷盜的事件（22：1至 4）：神教導百姓如何處理偷盜的事件，怎樣

執行公理。為何太陽出來，把小偷打死是視為流人血的罪呢？理由非常

簡單，若人在光線比較充足的情況下，可高呼求助，應手下留情，總要

給人一條出路，絕不可狠狠的致人於死地。	

ii) 破壞別人的物品（22：5 至 15）：在這段落中，主要教導人要愛惜別人

的產業及物品，也提出物主應有的權益。神讓以色列民進入應許地前，

賜下維持社會秩序法則，帶動百姓進入法治的精神裡。	



 74 

c) 崇高道德的保障（22：16 至 20）：誘姦人的男子應對女子付上賠償（22：

16 至 18），行邪術的婦人要將她處死（22：18），與獸行淫者要被處決

（22：19），也要除滅事奉假神者（22：20），這些規定及原則，背後的用

意，是要保持聖民擁有崇高的道德標準。	

d) 無倚靠者的保障（22：21 至 27）：寄居者、孤兒寡婦、貧窮人，均是無依

無靠者，作為神聖潔的子民，應憐恤這些無依無靠者，不可向貧困人放債取

利（22：25），也不可取去窮人的衣服作當頭過夜，因為這是他們晚上取暖

的物品（22：26）。神是滿有恩惠的，必憐恤這些困苦者，聽他們的哀求，

若百姓坐視不理的話，必懲治有關的人等（22：24，27）。	

e) 良好子民的保障（22：28至 23：9）：	

i) 不可毀謗（22：28）：神為要保守其百姓作良好的子民，便將一些法則

賜下，確保他們可成為合神心意的百姓。毀謗是惡意中傷，以惡毒的言

詞攻擊別人；故此，第一要緊的，不可毀謗神；此外，不可毀謗官長，

因為他們是民間的領袖。對神及官民的毀謗，均會影響軍心，使人對神

及領袖的信心消化。	

ii) 獻上祭物（22：29至 30）：向神獻上祭物，依照神的吩咐，奉獻首生，

是一個良好子民的應有表記。	

iii) 分別為聖（22：31）：以色列人不可吃被野獸撕裂動物的肉，藉此表明

他們是聖潔的族類，背後也含有神美好的心意，因為這些死於非命的動

物，也許會感染細菌，不吃為妙。	

iv) 不散謠言（23：1）：破壞國家、社會的秩序有許多因素，而言語是其中

的一種，散播謠言能破壞、損害許多人。若人民要過平安穩妥的生活，

絕不可胡亂散播謠言。	

v) 不說謊話（23：1至 3）：妄作見證、屈枉正直、偏護窮人，也是說謊的

表現，換句話說，神的子民應忠於事實，絕不可作假見證。	

vi) 樂意助人（23：4至 5）：不論是何人，神的兒女應樂意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是我們該有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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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離棄不義（23：6至 7）：神教導子民離棄虛假，不可殺無辜者，我們應

逃避不義，走在神所指定的義路上。	

viii) 不受賄賂（23：8）：另一樣叫百姓受害，禍及全國的，乃是賄賂，賄賂

使人眼瞎，也能顛倒義人的話。	

ix) 不欺壓人（23：9）：人類歷史中，充滿了欺壓弱者可憎的事件。神提示

百姓，他們曾作過寄居者，了解被人欺壓的痛苦；因此，不可以強權欺

壓人。	

5. 選民在宗教節期方面，有甚麼特別的條例（23：10至 33）？	

a) 安息的條例（23：10至 17）：	

i) 地土的安息（23：10至 11）：地土是屬神的，選民是受託接管而已（利

25：23），經過六年耕種，把其收成收藏好後，便要讓地歇息一年，好

讓窮人可拾取所剩餘的，他們所遺下的榖物，動物也可享用。現代科學

家證明，不斷耕種對地土有不良影響，讓其歇息是一件美事。	

ii) 遵守安息日（23：12）：神囑咐以色列人，經過六日作工後，以第七日

為安息，使人及牲畜均可歇息。	

iii) 離開假宗教（23：13）：在這段教導以色列人要遵守安息年及安息日的

記述中，神提醒百姓，不可題說及傳說假神的名字，作為這段教訓的結

語。	

b) 當守的節期（23：14至17）：以色列人有三個節期務必遵守的，分別是「除

酵節」，位於三至四月間，乃是小麥成熟的季節；第二個是「收藏節」，是

春天收割大麥的時間（34：23）；第三個節期是「收藏節」，位於初秋九至

十月期間。

lxxiii	

c) 當獻的祭物（23：18 至 19）：在教導子民有關獻祭的條例中，神給其百姓

以下一些原則：	

i) 不可混雜：祭牲的血表徵著贖罪，而酵在聖經的含意，均是與罪或不潔

有關（林前 5：6 至 8）；故此，不應將兩者放在一起獻給神（23：18）。

舉個實例，所有意大利的「黑手黨」“Mafia”，均是與生俱來的羅馬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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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但他們也有以金錢奉獻給教會，他們所得的錢財是不義之財，不

應奉獻給神。	

ii) 趕緊獻上：脂油是代表了祭牲的豐富部分，決不應遲延奉獻給耶和華。

作為神的兒女，應把神當得的，及早呈獻給祂。	

iii) 初熟之物：從地土所得的榖物，應把最先收割的奉獻給神，決不應先留

給自己使用，而把剩餘或殘缺的部分歸給主。	

iv) 警戒之話：以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是迦南人祭祀假神像徵生育的儀式，

耶和華的子民絕不可效法其異教祭祀的儀式。	

6. 在攻佔別人的領土上，應留意甚麼（23：20至 33）？	

在進入神所應許流奶與蜜之地前，神將祂的應許及警語，同一時間放在他們的面

前，讓百姓知道怎能蒙福，也知如何會惹禍上身。	

a) 除敵的應許（23：20，27 至 31）：神應許把迦南地的外敵除去，並且保守

及引導他們，可平平安安的進入這應許之地。	

b) 保守的應許（23：25 至 26）：若選民潔身自愛，遵守神話語的定規，必可

蒙祂的保守及賜福，以致糧及水，均有神的看顧，也免去其子民患疾病，並

且在生產上，亦有神奇妙的保守。	

c) 警戒的教導（23：24，32，33）：	

i) 不可跪拜：跪拜神明，表示這人以此為主；作為耶和華聖潔的國民，絕

不可以別的神明為主。	

ii) 不可事奉：屬神的子民絕不應事奉假神；因此，在異教的祭祀儀式中，

應小心奕奕，提防自己落在事奉假神的行列中。	

iii) 不可效法：異教有許多祭祀神明的方式，神的兒女不應學效，把這些不

合神心意的東西帶回神的家，因為這是神所厭惡的。嘆息現今許多基督

徒不求甚解，胡亂把異教的東西引進教會來。	

iv) 不可立約：與別的神明立約，是耶和華明顯禁止的，因為這表示妥協、

放下立場及原則，作出遷就，最終得罪神，成為離棄神的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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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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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神會幕的介紹（24：1至 27：12）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為何耶和華再次吩咐摩西上西乃山呢（24章）？	

2. 會幕有何別名？設立會幕有何用意呢（25：8，9，22）？	

3. 約櫃是甚麼（25：10至 22）？	

4. 陳設餅及餅桌有何屬靈的用意（25：23至 30）？	

5. 甚麼是金燈臺（25：31至 40）？	

6. 祭壇有何特別（27：1至 8）？	

7. 會幕有甚麼特色（26章；27：9至 19）？	

8. 神吩咐以色列人在燃燈方面有何特別之處呢（27：20至 21）？	

9. 會幕的物品與新約有何關連？所擺設的位置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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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為何耶和華再次吩咐摩西上西乃山呢（24章）？	

神召摩西、亞倫、亞倫的兩名兒子拿答及亞比戶和民間的七十位長老上山，但唯

獨摩西可獨自上到山頂（24：1至4）。神在此準備與其百姓確立盟約，摩西作為

百姓的代表及神的代言人，預先把神的話語及律法告知以色列人（20：22 至 23：

33），並稱之為「約書」（24：7），當神的子民聽見其內容，便齊聲地表示同

意遵守神的吩咐（24：3）。及然後摩西便安排百姓正式接納這盟約的內容，首

先，神人於山下築一座壇，按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差派少年人

在其上獻燔祭及平安祭（24：4至5）。在這立約的儀式中，摩西將祭牲一半的血

盛在盆中，把另外一半灑在壇上，然後宣讀約書，並以血灑在願意遵行盟約的百

姓身上，表明這是立約的血（24：8），以此為立約的憑據。這次是以色列人首

次被祭牲的血灑在身上之事例，所灑之血，成為盟約生效的表記，神以壇為代表

（24：6），百姓則以十二根柱子為記號。通過這儀式，這可稱為「血的盟約」。

以色列人正式藉祭牲的血被分別為聖，成為耶和華的子民。在新約時代，主耶穌

基督以祂的血與人立約（路 22：20；林前 11：25至 26），奠定罪人蒙救贖永遠

的基礎。	

2. 會幕有何別名？設立會幕有何用意呢（25：8，9，22）？	

a) 會幕的別名：「會幕」“The	 tabernacle	of	 the	congregation”（出 27：21），

有不同的別名，分別為「法櫃的帳幕」“The	 tabernacle	of	 testimony”（出 38：

21）、「帳幕」“the	tabernacle	of	the	tent	of	the	congregation”（出 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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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6，29）、「耶和華的帳幕」“the	 tabernacle	of	 the	Lord”（利 17：4）

等。	

b) 會幕的靈訓：單來說，神設立會幕，在出埃及記第二十五章，清楚表明其主

要用意：第一，藉這會幕說明以色列人是有神的同在；第二，神要與其子民

相會（25：22），顯明神是樂意與人親近的；第三，「照我所指示你的樣

式」、「照著在山上指示的樣式」（25：9，39），說明會幕的設計及所有

細節，均是出自耶和華的旨意及心思，換句話說，會幕表彰了神的心意，藉

此我們可更進深認識神的本質及工作。	

3. 約櫃是甚麼（25：10至 22）？	

約櫃由精金及皂莢木製成，長二肘半（三呎九吋），寬一肘半（兩呎三吋），一

肘半高（兩呎三吋）。皂莢本是西乃半島普及的樹木，適宜作建築材料。

lxxiv
約櫃

及其上的施恩座，是神與人同在的明證，也是神在地上的寶座（代上 28：2）。

約櫃內放置法版（25：16），天然成為神與人立約的記號；櫃上是存放施恩座的

地方，「施恩座」，在希伯來文是「蓋」，乃指在其上的板，其上有一對純金製

造的天使，兩者面對面相對，象徵天使常常待立在神的面前（撒上4：4；詩80：

1；99：1；賽 37；16）。此外，祭司在贖罪日以祭牲的血灑在其上，藉此預表

耶和華救贖的大工，把人的罪惡遮蓋（利 16：1至 20）；故此，約櫃可以算為會

幕裡最重要的擺設。主耶穌為世人成為祭物，一次過獻上自己，成為罪人得救贖

的基礎（羅 3：25；來 9：11至 14；弗 1：7；彼前 1：18至 19）。	

4. 陳設餅及餅桌有何屬靈的用意（25：23至 30）？	

餅桌是由精金及皂莢木製成，這桌子長二肘（3 呎），寬一肘（1.5 呎），高一肘

半（2呎 3吋），桌子有圍邊，寬一掌（3吋），防止餅及其它物品掉下來。桌上

存放兩行的餅，每行六個，逢安息日更換一次（利 24：5 至 9）。此外，桌子上

也放置其它物品，如盤子、調羹、奠酒的爵及瓶（出 25：29）。桌上專用的餅，

又名「陳設餅」，意即「陳設在神的面前」，其數目共有十二個，或許是代表十

二個支派，在神面前享有相交的生活。有學者認為，祭司可享用陳設餅，藉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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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神的屬靈相交，可保持其靈性生活。

lxxv
弟兄姊妹，你們有沒有與主保持緊

密的團契生活呢？	

5. 甚麼是金燈臺（25：31至 40）？	

「金燈臺」“menorah”，可算是會幕裡最華美的擺設，其上有細緻及美麗的雕刻，

共有七個燈盞（25：37）。「七」字在猶太人看為完全的意思。燈臺要不斷發出

光輝，每日早上及黃昏時由祭司打理（27：20至 21；利 24：3至 4）。根據猶太

人的傳統，這座燈臺約有五呎高、三呎半闊。

lxxvi
製造燈臺、蠟剪及蠟花盤（盛油

之用）需一他連得的精金，約七十五磅重，

lxxvii
或有學者認為一他連得，大概是

107磅重。lxxviii	

6. 祭壇有何特別（27：1至 8）？	

祭壇是中空的，乃依照摩西在西乃山上所得的啟示而作的（27：8），壇長五肘

（七呎半），寬五肘（七呎半），高三肘（四肘半），壇裡面的材料是皂莢木，

外邊則以銅包裹著，壇上有一銅網並有四角，兩邊分別有兩個環子，作為扛抬的

用途。	

7. 會幕有甚麼特色（26章；27：9至 19）？	

a) 會幕的尺碼：會幕分為三個主要的部分：外院，聖所及至聖所。外院的四面

以帷子包圍著，長一百肘（約 150 英呎），闊五十肘（約 100 英呎），高五

肘（約 7.5 英呎）。會幕內有聖所及至聖所，兩者連在一起，長三十肘（約

45呎），闊十肘（約 15英呎），高十肘（約 15英呎），面向東面的聖所，

朝西的是至聖所。	

b) 會幕的用料：包括有十多種物料，如金、銀、銅、藍色線、紫色線、朱紅色

線、細麻、羊毛、海狗皮（或獾）、染紅的公羊皮、皂莢木、燃燈的油、製

香的香料、紅瑪瑙及其它寶石。	

c) 會幕的擺設：在外院設有銅祭壇及洗濯盆，在聖所內安放餅桌、燈台及香壇，

在至聖所內則放設約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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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興建的時間：根據學者的計算，興建會幕歷時六個多月。	

e) 興建的方法：出自甘心樂意，百姓獻上時間、物資、精力及才幹而建成（出

35；民 7），這應成為現今基督徒建立教會的借鏡。	

f) 會幕的助手：在會幕裡協助祭司事奉的是利未人，源自利未支派，他們經水

所洗淨，塗上祭牲的血，經油所膏，才可事奉。弟兄姊妹，你願意成為現今

教會的利未人，協助教牧同工事奉嗎？你自己是否已經被潔淨、分別為聖，

以致合乎主的使用？	

g) 會幕的祭司：必定是亞倫的子孫，負責會幕裡的主要事奉。	

h) 會幕的祭物：在會幕裡獻上燔祭、素祭、平安祭（利 1 至 3 章），藉此與神

有相交的生活；此外，還有贖罪祭及贖愆祭（利 4 至 5 章），以致恢復與神

的交通。	

i) 會幕的節期：在會幕裡，以色列人會守安息日、七年的安息年、五十年的安

息年、逾越節、除酵節、初熟節、五旬節、吹角節、贖罪日及住棚節。

lxxix	

8. 神吩咐以色列人在燃燈方面有何特別之處呢（27：20至 21）？	

神吩咐要不止息的燃點著燈臺，所用的燈油是採用「搗成的清橄欖油」。製造橄

欖油基本上有兩種方法，一是搗（打），一是壓。搗成的油較少渣滓，比較清純，

燃點時發出較少的煙，是上等的橄欖油。

lxxx	

9. 會幕的物品與新約有何關連？所擺設的位置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a) 與新約關係：	

i) 祭壇是以色列人獻祭的地方，耶穌基督卻被稱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

孽的（約 1：29）。	

ii) 洗濯盆是祭司事奉前必經的地方，洗去肉身的污穢，基督卻把世人的罪

完全洗淨，使教會成為聖潔、沒有瑕疪（弗 5：27）。	

iii) 陳設餅是獻陳給神的物品，主耶穌卻是神為世人所預備的生命餅（約 6：

35），使人心靈得著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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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燈臺的火亮，指引祭司的腳步，使事奉者可走近施恩座前，與神親近。

基督為世界的光，照亮人的黑暗（約 9：5），使罪人得見真光，讓人可

離開黑暗的生活，得進入神的光明中。	

v) 香壇發出香氣，所用的香，也以神的法則製造的，出自神的心意；在啟

示錄香是代表禱告（8：3 至 5），基督也曾為門徒多次的代禱（約 17），

是一偉大代禱者，發出合神心意的禱告。	

vi) 罪人本不可親近神，但施恩座卻是神與人相交的地方，表明這是神施恩

與人的表記；希伯來書明說信徒藉著主耶穌可到施恩的寶座前，得著神

所賜的憐恤及恩惠（4：14至 16）。	

b) 擺設的位置：至聖所內的約櫃面向西，而祭壇則在東邊，與兩者連成一條直

線的有洗濯盆、香壇，在北面放有餅桌，南邊則有燈臺，南北相連，也成一

條直線，兩線分別由西至東及從南至北延伸，兩線縱橫交錯，形成一個「十」

字。從會幕的擺設裡，看見神奇妙的設計，並且已把十字架的原則啟示在其

中，會幕代表神與人的同在，並且可在會幕裡享受神與人的相交。通過新約

的亮光，藉著十字架，神與人可恢復相交，信徒有聖靈內住在心中，享用神

的同在。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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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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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神律法與會幕（28：1至 31：18）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誰可成為祭司呢？其中有沒有特別的授職儀式？祭司的服飾是怎樣的（出 28：1

至 29：25）？	

2. 香壇是怎樣的呢？祭司怎樣藉香壇事奉神（30：1至 10）？	

3. 甚麼是生命的贖價（30：11至 16）？	

4. 洗濯盆有何用途（30：17至 21）？	

5. 膏油在會幕裡有甚麼特別的用處（30：22至 33）？製法又如何？	

6. 神吩咐百姓怎樣製香呢（30：34至 38）？	

7. 作為製造會幕及其器具的工匠，有甚麼獨特的條件（31：1至 11）？	

8. 為何耶和華再次重申要求百姓遵守安息日的規例（31：12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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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誰可成為祭司呢？其中有沒有特別的授職儀式？祭司的服飾是怎樣的（出 28：1

至 29：25）？	

a) 授職的儀式：唯有直屬亞倫的後裔才可成為以色列人的祭司，其就職儀式是

十分隆重，包括以下四個主要的程序：	

i) 先用水洗濯身體（29：4）。	

ii) 然後才可穿上祭司獨有的衣服（29：5）。	

iii) 把膏油倒在頭上，膏立這人為祭司（29：7）。	

iv) 最後以奉獻祭牲作為確立其祭司的職分（29：15至 20）。其程序包括，

讓準祭司先按手在將被獻上羔羊的頭上，把所宰殺羔羊的血，抹在他的

右耳、右手及右腳的大姆指上，並且把膏油及血彈在他的衣服上，加上

特別的搖祭，獻上給耶和華作馨香的火祭。第二隻羔羊部分的臟腑（參

考出 29：1，22）、一個餅、一個調油的餅及一個薄餅，皆交給亞倫及

其兒子作為搖祭。搖祭不是由右至左而搖動，乃是對著祭壇前後的搖動，

表示祭司將祭物奉獻給神。搖祭的胸乃歸給亞倫及其兒子（29：26）。

lxxxi	

² 通過以上的儀式，使祭司分別為聖（29：9），成為合神心意的祭司。

在新約的亮光下看，事奉者應被基督的血洗淨，並藉著分別為聖的生活，

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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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祭司的衣飾：	

i) 以弗得：以弗得乃是一件沒有袖的外衣，長至膝蓋下，前後分為兩幅，

在肩膊上用帶子相連，兩條帶子均有一個金槽，每邊鑲著刻上六個以色

列支派名字的瑪瑙。這件外衣，以金線、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及細麻

編織成，其上有兩個金環，藉帶子繫在身上（28：4至 14）。	

ii) 決斷的胸牌：決斷的胸牌（28：15至 20），意即一塊繫於以弗得的方形

布料，覆蓋在祭司的胸前，其上有十二顆排列成四行的寶石，分別刻上

十二支派的名字。	

iii) 烏陵及土明：烏陵及土明（28：30），時至今日，學者還不可確定這是

甚麼東西，但從字面的意思來看，「烏陵」可解作「咒詛」，「土明」

則含有「完全」的意思。根據某些學者的研究，「烏陵」，或許是代表

「否」的意思，而「土明」則可代表「可」。祭司以此作為判決事件的

準則，與舊約掣籤的方法類同（參考撒上 14：36至 42）。lxxxii	

iv) 以弗得的外袍：以弗得的外袍（28：31至 35），是一件沒有縫，穿在以

弗得的裡面，但長度卻比以弗得長一點，在底邊縫著以藍色、紫色、朱

紅色線造的石榴及金鈴鐺，讓祭司進入會幕時發出嚮聲。這些聲音叫人

想到祭司可替代百姓事奉，完全是出自神的恩慈。唯有祭司小心奕奕才

可進入至聖所，若藐視神的吩咐，事奉者可被神擊死（28：13）。lxxxiii	

² 教會時代的信徒，應藉此提醒自己，作為神聖潔的祭司（彼前 2：5），

帶著戰戰兢兢的心事奉萬軍之主。	

v) 冠冕：冠冕（28：36至 38），前面刻著「歸耶和華為聖」的金牌，表明

祭司是分別為聖的。祭司戴上裹頭巾，是由白色細麻布編織而成的。	

c) 祭司的職事：	

i) 在會幕裡的事奉：在會幕裡的事奉，包括燒香、點燈、擺放陳設餅及獻

祭（民 3：5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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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會幕外的事奉：在會幕外的事奉，均有檢視不潔的人（特別是判別誰

是患大痲瘋者），教導百姓遵守律法及處理屬靈的事情（民 6：23 至 27；

申 17：8，9）。	

d) 祭司的禁戒：	

i) 不可飲濃酒：不可飲濃酒（利未記10：9）。聖經沒有明說其原因，但從

邏輯推理來看，因為多喝濃酒，是容易喝醉；故此，藉著禁制祭司飲用

烈酒，可防止他們醉酒，因為在會幕裡的事奉是要極其謹慎的。	

ii) 外貌：不可使頭光禿、鬍鬚及用刀劃身。有學者認為神嚴禁祭司這樣作，

因為這是外邦人舉哀的做法（利 21：5 至 6），神的僕人絕不可效法。
lxxxiv	

iii) 婚姻：禁止娶妓女、寡婦、被休的或別支派的婦女為妻，只可迎娶利未

支派的處女（利 21：7，14）。如此作是保存祭司譜系的純正，因為唯

有亞倫的後裔才可擔任祭司一職。	

iv) 沒有殘疾：不容在身體有任何的殘疾，如瞎眼及腐腿（利21：16至21）。

在舊約藉此表明神對事奉者的要求，乃是無瑕無疵的。	

2. 香壇是怎樣的呢？祭司怎樣藉香壇事奉神（30：1至 10）？	

a) 香壇的簡介：香壇以皂莢木及精金製成，長一肘（一呎半），寬一肘（一呎

半），高二肘（二呎），壇上有四個角，壇的兩旁均有兩個金環，分別放入

兩枝橫撐，用作扛抬之用。	

b) 祭司的事奉：	

i) 每天的事奉：每早晨祭司清理燈臺時，他要在香壇燒香，在晚上點燈時，

也要燒香（30：7，8）。	

ii) 禁令：不可獻上別樣的香，也不可在香壇上獻祭及獻上澆奠祭（30：9）。	

iii) 每年的事奉：每年在其上行贖罪之禮，在壇角上灑上牛、羊的血，以此

潔淨香壇（利 16：18，19）。	

3. 甚麼是生命的贖價（30：11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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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數點百姓（民 1 章），凡二十歲或以上的，均要付出獻金（丁稅），作為會

幕祭祀儀式的需用（30：16），這丁稅被視為「贖價」（30：12），確保子民免

去災殃，藉此推動子民盡其責任。無論貧或富，凡二十歲以上者，皆要獻上半舍

客勒的銀子，作為贖罪銀。日後這成為聖殿徵收稅項的習慣。時至尼希米時代，

所收的則改為三分一舍客勒（10：32），這亦成主耶穌時代一年一度聖殿向人民

徵收的丁稅（太 17：24）。	

4. 洗濯盆有何用途（30：17至 21）？	

洗濯盆非金或銀所造，乃以銅製成。這洗濯盆放在會幕及祭壇的中間，盛滿水讓

祭司洗手洗腳，使他們獻火祭前，可先作潔淨之用。水有潔淨的用途，神把洗濯

盆賜給人，讓事奉者通過洗濯的儀式，聯想自己本身的靈性，叫人提高警覺，先

自行懺悔及自省，才替百姓獻上祭物。這應成為新約聖徒的寫照，要聖潔自守，

才可事奉至聖潔的主。	

5. 膏油在會幕裡有甚麼特別的用處（30：22至 33）？製法又如何？	

a) 用途：膏油有三個主要用途，以此膏會幕、會幕的器具及祭司（30：26至29，

30）。膏油是以上品的香料而製（30：22），陳獻給神的，應用上品的物料。

其中有五百舍客勒的流質沒藥（約十二磅半）、二百五十舍客勒的香肉桂

（六又四分一磅）、二百五十客勒的菖蒲、五百舍客勒的桂皮及一欣的橄欖

油（四夸脫）。	

b) 表記：膏油是分別為聖另一的表記，故此，不可私自秘製香膏，也不可胡亂

以膏油膏任何的人（30：33）。	

6. 神吩咐百姓怎樣製香呢（30：34至 38）？	

a) 香的材料：神吩咐摩西以馨香的香料製香，所用的主要材料有拿他弗、施喜

列、喜利比拿，至今難確定其身份，並且加上淨乳香，均是以同等分量，鹽

也是其中一種用作製香的物料（30：34至 35）。	

b) 香的目的：	

i) 本質：通過製造神所啟示的香，使百姓知道這香是清淨及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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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表徵：放在法櫃前，表徵著神與人相會，便以此為記（30：36）。	

iii) 對象：所燒的香是獻陳給耶和華的（30：37）。	

c) 香的靈訓：香在啟示錄中，曾比作聖徒的禱告（5：8）。在舊約裡，神常常

藉著實物教導百姓，藉此帶出屬靈的教訓及功課，在製香的過程及其目的中，

看見神要以此帶出其中的教訓。	

i) 謹慎小心：在製造的過程中，不但其分量要講究，並且要搗得極細，說

明神要求子民需謹慎小心來製香。信徒禱告時，不要藉公開的禱告教訓

人，不應在人面前大做文章，乃要在神面前要小心謹慎。	

ii) 依照神旨：所用的材料，完全是出自神向人的啟示，絲毫沒有人的意思

及參與。聖徒向主禱告，要學效主耶穌的榜樣，不照己意求，乃依照神

的心意發出禱告。如何可按神的旨意禱告呢？多讀聖經，便可從中領略

神的心意，減低我們以私意禱告。	

iii) 聖潔事奉：這香要成為清淨及聖潔（30：35），百姓也以此為聖（30：

36，37），獻陳給耶和華。禱告在神眼中為清淨、聖潔的事奉，神的兒

女應當看重禱告的服事。	

iv) 對準真神：香壇是放在法櫃前，對準約櫃上的施恩寶座，是與神相交的

記號。禱告也應對準坐在施恩座的主，目光只注視著至高的主，單單向

祂發出源自內心真誠無偽的禱告。	

v) 與神交通：施恩座是神與人相交的記號，所燃點著的香，乃歸給坐寶座

的主。禱告是與神相會的媒介，人可藉禱告毫無欄阻的直達主的跟前，

讓我們珍惜與至愛的主親近的機會。	

vi) 合神心意：耶和華教導百姓怎樣製香，表明這是清淨及聖潔的；換句話

說，這是合神的心意的。作為新約的祭司，應作一個禱告的戰士，常向

主發出合神心意的禱告。	

vii) 沒有私意：神嚴禁人民自行製香，若百姓製香是為享受其香味的話，這

種人要在民中被剪除，因為香是獻陳給神的物品，絕不可用在個人的身

上（30：37，38）。神的兒女應常常省察，檢視自己所發出的禱告，是

否帶上濃厚的個人主義，也嚴禁自己說出私意的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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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作為製造會幕及其器具的工匠，有甚麼獨特的條件（31：1至 11）？	

耶和華已揀選了猶大支派的比撒列及但支派中的亞何利亞伯作為主要的工匠，他

們可成為會幕主要的建造者，基於以下的一些因素及條件：	

a) 特別的分派：他們均是蒙神所題名、呼召及差派的（31：2，6）。我們看見

某些工作是要神特別分派給人來承擔的；正如現今世代的宣教士及傳道人，

也應有神的呼召才踏上的。	

b) 被聖靈充滿：神的靈充滿之人（31：3），才可承擔這重任，因為會幕是出

自神的心意，沒有聖靈指引的人，根本沒有屬天的智慧可領略其建造的法則。

由於神的聖靈充滿比撒列，故此，他擁有智慧、知識及才能，為主建造會幕。	

8. 為何耶和華再次重申要求百姓遵守安息日的規例（31：12至 17）？	

a) 順服的表記：通過遵守安息日的條例，說明以色列乃是一個以神權統治的國

家（31：13，17），神囑咐摩西，要提醒百姓守安息日，作為他們順服神的

表記。若人民不甘願遵守安息日的話，必被剪除及處死。	

b) 守約的表記：神要求其子民遵守安息日，已清楚於頒佈十誡時列明出來（20：

8），守安息日是聖民信仰生活的應有表現，也證明他們是蒙神分別為聖的一

群（31：13）。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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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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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以色列的背約（32：1至 33：2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為何百姓要造金牛犢呢（32：1至 6）？	

2. 在製造金牛犢過程的前後，神的子民犯了甚麼罪行（31：1至 29）？	

3. 從何見得神是極厭惡百姓的所作所為呢（32：7至 10）？	

4. 亞倫為何容讓百姓製造金牛犢？錯處何在呢？	

5. 從何見得摩西有大將之風呢（32：11至 35）？	

6. 怎樣看出他是極其認識耶和華的人（32：11 至 14；32：30 至 35；33：12 至

16）？	

7. 怎樣看見摩西是蒙神使用的明證呢（33：9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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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為何百姓要造金牛犢呢（32：1至 6）？	

a) 仍存拜偶像的心：百姓看見摩西上山後，遲延不下來，便向亞倫建議，為他

們造一個神像，在原文裡，「神像」可譯作「諸神」或「一位神」；神明確

的啟示，祂是宇宙萬物中的唯一主宰，只有祂才是神，昔日在埃及地所施行

的神蹟奇事中，已清楚顯明出來，但現今百姓仍受埃及地的假宗教所影響，

不肯以信心仰賴耶和華，因為骨子裡，仍帶著拜偶像的觀念，以致作出這胡

塗的建議。	

b) 對真神沒有信心：一方面發現百姓深受埃及地的宗教思想所捆擾，此外，在

向亞倫請求製造神像上，也不難發現他們對這位曾多次向顯示的主宰，存著

一個懷疑的心，以致才要求另一位神明帶領他們的前路，表明對真神沒有信

心。	

c) 對領袖沒有信心：耶和華神曾藉祂的僕人施行奇事，並使用摩西帶領百姓離

開埃及為奴之地，現今神人稍微遲延下山，便斷定他已不知所蹤，可見對神

僕也沒有信心。在此引申，若人是對神沒有信心的話，自然地對其揀選的領

袖也是沒有信心的。	

2. 在製造金牛犢過程的前後，神的子民犯了甚麼罪行（31：1至 29）？	

a) 不聽從神的話：神告訴摩西，百姓已快快偏離了祂的道“they	 have	 turned	

aside	quickly	out	of	the	way	which	I	commanded	them”(NKJV)。百姓出了埃及

地不久，便想返回舊路，歸回埃及地的假宗教，這是偏離神正路的明證，見

證他們的不是，這群是不聽從神話語的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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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胡亂自作主張：摩西遲延不回來，百姓應耐心等候，但他們竟跑到亞倫的面

前，胡亂的自作主張，要求摩西的助手替他們建造神像。	

c) 陷在邪惡宴樂：聖經說：「次日清早，百姓起來獻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

吃喝，起來玩耍。」「玩耍」（原文編號 6711），新國際譯本譯作「沉迷於

宴樂中」“indulge	in	revelry”(NIV)。加上原文所給與的亮光下，故此，有釋經

家認為這是「淫亂的宴樂」（參考林前 10：7）。lxxxv
也有學者認為這是「狂

歡跳舞」“orgiastic	dance”，正是在外邦人宗教中的慣例。lxxxvi
以色列人不單

效法外邦人，並且誤以為是在敬拜耶和華。現今許多人湧進教會來，帶著異

教的方法敬拜神，還以為這是合神心意的作為，求主免去我們陷入這虛假宗

教的迷惑中。	

3. 從何見得神是極厭惡百姓的所作所為呢（32：7至 10）？	

a) 從神的行動：神立刻主動的告訴摩西，讓他知道百姓已陷在罪中，離棄了神

的道，藉此看見神是極其厭惡百姓的所作所為。	

b) 從神的說話：耶和華向摩西說，「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藉此

便知道神是何等厭惡其子民的惡行。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民，讓他們可重獲

自由，現因百姓的罪惡，竟想把全族消滅，可見神是何等生氣了！	

4. 亞倫為何容讓百姓製造金牛犢？錯處何在呢？	

a) 容讓百姓製造金牛犢的原因：帶領以色列人絕不容易，因為他們均是硬著頸

項的，也是經常發怒言的一群，面對亞倫的質詢及施與的壓力，最終接納百

姓的建議，並作出胡塗的主意，要求以色列人把金器拿來，起來製造一座金

牛犢，讓會眾作為敬拜的對象。	

b) 容讓百姓製造金牛犢的錯處：	

i) 向人妥協（32：1）：神在十誡裡，明說不可雕刻偶像，也不可以此作為

敬拜及事奉的對象。亞倫面對百姓的質問，在眾人要求製造神像的建議

下，只好妥協，放下自己真理的立場來遷就會眾，使眾人陷在罪中。	

ii) 混亂真理（32：5）：有學者認為以色列人製造金牛犢，是為了仿效埃及

人所敬拜的河神，以牛頭為記號，但根據某些解經家的研究，這個可能

性不大，因為敬拜這尼羅河神，埃及人是不用神像的。

lxxxvii
在昔日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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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人以公牛為生育及性慾的象徵。無論如何，以色列人自行製造偶

像，均違反了神的心意。亞倫不單容讓百姓起來雕刻偶像，還在牛犢面

前築壇，並且宣告這就是領他們出埃及的神明，要為耶和華守節，這是

混亂真理的表現，作為一個屬靈領袖，是莫大的偏差，使人民陷在極大

的錯謬中。	

iii) 亂作主張（33：2）：亞倫不但不攔阻百姓，還完全接納他們的意見，並

鼓勵百姓自行奉獻金器，作為製造金像之用，這是亂作主張。	

iv) 縱容百姓（33：25）：出埃及記對亞倫的偏差，有這樣的備註，「亞倫

縱容他們」，以致百姓毫無顧忌的犯大罪。作為教會的領袖，絕對不可

縱容信徒，否則會自吃苦果，全會眾也會被牽連，陷在苦境中。	

v) 處事失職（32：2至 5）：當摩西上山與神會面，領受從神而來的法版時，

亞倫便全權負責接管帶領的工作，但作為會眾的領袖，他沒有好好的履

行職務，反成為破口，叫全會眾因他的失職跌倒。	

vi) 諸多藉口（33：22至 24）：摩西知道百姓犯罪的消息，便氣沖沖的趕回

來看過究竟，神人便怒責亞倫，其兄長諸多藉口，把責任歸咎在百姓的

身上，說他們是作惡多端的，作神像引路，也全是他們的主意。從亞倫

的諸多藉口中，發現他是不想為自己的敗行負責任，只把罪名加在別人

的身上。	

vii) 推卸責任（33：24）：亞倫作為領袖，不但沒有好好的牧養會眾，還誤

導神的子民，使他們犯罪。不錯，製金牛犢是會眾原先的主意，但下令

執行，是要經他的接納及通過的，總而言之，亞倫是在推卸責任。	

viii) 成為破口（33：25）：由於亞倫不善帶領，使百姓犯罪，可悲的是，以

色列人成為外邦人譏諷的對象，不單失去見證，間接地也羞辱了耶和華

的名。	

5. 從何見得摩西有大將之風呢（32：11至 35）？	

a) 不貪功名（32：11 至 14）：神在大怒中，向摩西建議，把以色列人全然盡

滅，卻留下摩西的後裔，使其子孫成為大國。摩西不單沒有接受這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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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替百姓求情，從此看見，他享有大將之風，不貪求功名。作為一個成功的

領袖，要學習處理功名，不應以功名為事奉神的出發點。	

b) 大局為重（32：11 至 14）：摩西不求個人的利益，凡事以大局為重，輕看

私人的得失，為自己骨肉之親而著想。一個自我中心的人，不能成為一個成

功的領袖，也不配被神使用。每事只求個人的利益，不顧整體需要的人，對

會眾而論，是有損而無利的。	

c) 熱愛同胞（32：32）：摩西向神大膽的求，要求神赦免百姓的罪，不然，求

神把他的名字從冊子上除去，即使這是違反真理的禱告，但看見神人熱愛骨

肉之親的愛情。	

d) 不徇情面（32：21）：亞倫是摩西的兄長，但目睹百姓因哥哥沒有盡忠職守，

因他的失職，使全會眾犯罪時，便起來怒責其兄長，按人看，絕不是易事，

可見他有大將之風範，不徇人家的情面，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	

e) 申張正義（32：20，25 至 29）：以色列人犯罪後，摩西起來主持公道，為

主申張正義，施行懲治，殺一警百，保持神家的聖潔。	

f) 不靠自己（33：15）：摩西不自恃，認定神是他唯一的依靠，帶領百姓的重

任，不可落在自己的身上，一定要求神的同在。	

6. 怎樣看出他是極其認識耶和華的人（32：11 至 14；32：30 至 35；33：12 至

16）？	

a) 認識神的慈憐（32：11，12，31）：神向百姓發怒中，摩西仍有膽量為同胞

求情，並且抓著神憐愛的性情，為骨肉之親陳獻禱告。	

b) 認識神的信實（32：13）：摩西抓著神昔日向列祖所作的應許，神人認識耶

和華是信實的，祂是一個不會背約的主；故此，不會滅絕全會眾。	

c) 認識神的聖潔（32：20，21，30，31）：神人摩西認識主是極其聖潔的，犯

罪者一定要受罰。作出懲治，是基於他熟悉至高者是一位聖潔及恨惡罪惡的

神。	

d) 認識神是朋友（33：11）：神與摩西的會面，如同朋友一般，是沒有間隔、

完全沒有隒隙的。因為摩西知道神是一位樂意側耳聽人禱告的主，神也喜愛

與人相交，並接待我們如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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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怎樣看見摩西是蒙神使用的明證呢（33：9至 11）？	

當摩西與神說話時，有雲柱立在會幕門前，表徵著神與他同在；此外，耶和華與

摩西說話，是面對面的對話（這是寫作的手法，為要帶出神與摩西之間，享有親

切及緊密的關係），至高的主與人說話，竟像朋友交往一般（33：11），可見其

親密的程度。在稍後的請求中，摩西希望看見神榮耀的彰顯，由於有罪的人不能

直接與神接觸，故此，神沒有把祂的榮耀（面）讓神人目睹，只讓摩西看見祂的

背（部分的榮耀）。無論怎樣，在眾多的事例上，看見摩西是蒙耶和華所使用及

驗中的。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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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重新與民立約（34：1至 40：38）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摩西再次上西乃山，耶和華神怎樣介紹祂的名字（34：6 至 7），從中認識神是

怎樣的呢？摩西隨即有甚麼反應（34：8至 9）？	

2. 神再次與以色列人立約，其內容如何（34：10至 28），有何屬靈的意義呢？	

3. 摩西與神交通後有何改變？為何他的面皮會發光呢？為甚麼向百姓說話時，要以

帕子蒙臉，在神面前時，又把帕子除去呢（34：29至 35）？	

4. 製造會幕及其器具的過程中，有甚麼屬靈方面的啟迪呢（35：4至 39：43）？	

5. 在三十九章內，有甚麼事例可知道摩西是一個順命的神僕？「是照耶和華所吩咐

他的」，這句說話在四十章內出現了多少次？有何意義？	

6. 出埃及記是怎樣結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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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1. 摩西再次上西乃山，耶和華神怎樣介紹祂的名字（34：6 至 7），從中認識神是

怎樣的呢？摩西隨即有甚麼反應（34：8至 9）？	

a) 耶和華神的宣告：	

i) 憐憫：「憐憫」（原文編號 7439），也含有「慈悲」、「仁慈」的意思。

耶和華是怎樣的一位神呢？從祂的自我介紹及拯救百姓的過程中，發現

祂是極其慈悲、滿有同情心及體恤人困苦的主宰。	

ii) 恩慈：「恩典」（原文編號 2587），在英王欽定本則譯作「恩慈」

“gracious”。在神名字的介紹中，我們認識耶和華是滿有恩慈的主。	

iii) 忍耐：「不輕易發怒」（原文編號 750 及 639），在希伯來文由兩組字

眼組成，第一個詞彙，含有「忍耐」或「慢慢動怒」的意思，第二個字

則是「怒氣」。中文聖經和合本很準確地把這兩組字眼的意思帶出來，

讓我們知道，面對世人的悖逆及邪惡，神也是慢慢動怒的，因此看見祂

的寬容大量。	

iv) 慈愛：「慈愛」（原文編號 2617），在原文分別有「良善」、「和善」

及「忠誠」的意思。顯出神對待人所懷的態度是何等美善，表明祂是慈

愛的主。	

v) 誠實：耶和華是「誠實」“truth”（原文編號 571）的主，表明神是真誠，

絕對不是又是又非的。也是毫無詭詐的至高者。	

vi) 赦罪：耶和華樂意赦免人的「罪孽」（原文編號 5771）、「過犯」（原

文編號6588）及「罪惡」（原文編號2403）。「罪孽」“iniquity”，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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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公正」的事，「過犯」“transgression”即「違犯」或「違法」，

「罪惡」則指人的「過失」及「罪」而言。	

vii) 公義：赦免人的過犯，看見神的慈憐、慈愛的一面，耶和華雖極其仁慈，

但也是絕對公義的，必追討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表明祂容

許不會放過犯罪的人。	

b) 神人摩西的反應：在這經歷中，摩西不但進深認識神的本身，並且發現自己

的渺小及不配，因此急忙伏在地上敬拜神，求主與民同行、赦罪及以百姓為

祂的產業。綜合這段經文，摩西有以下兩方面重大的發現：	

i) 進深認識神：從急忙在神面前下拜的表現，看見摩西在神的面前降卑，

承認自己的卑微及不配，不但如此，一個真正進深認識神的人，會更進

深的認識自己。世上的眾多人事問題、神家裡的結黨紛爭，均由於人不

最認識自己。人怎樣可進深認識自己的問題及軟軟呢？進深的認識神，

是唯一的方法，當人愈發就近神的寶座時，便被主的榮光光照，藉此在

主面前赤露敞開（來 4：13），以致人可發現自己的本相。	

ii) 進深認識己：	

a) 微小：摩西懇求神與民同走前路，知道帶領同胞上路，絕不是易事，

因為百姓是硬著頸項的，神人發現自己力量不足，必須有主的同行。	

b) 罪惡：「求你赦免我們的罪孽」，說明摩西承認自己也是滿身罪污的，

故此，不單求神赦免百姓的罪，也將自己包括在其中。	

2. 神再次與以色列人立約，其內容如何（34：10至 28），有何屬靈的意義呢？	

耶和華與神立約前，首先囑咐子民要提防的東西，繼而才與子民立約。其立約的

內容，可分為兩個主要層面：	

a) 提防外邦的毒素（34：10至 17）：	

i) 不可立約：不可與外邦人立約（34：12），因為外邦人可成為百姓的網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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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外邦人的信仰：不可容許外邦人的祭壇、柱像及神像存留在子民的中間

（34：13），免得百姓隨從假神，以致得罪真神。	

iii) 不可與異族通婚：不可與異族通婚，因為外邦人會影響百姓，使他們敬

拜及事奉假神（34：16）。	

b) 與神立約的重點（34：18至 28）：	

i) 不可敬拜別神（34：14）。	

ii) 不可自製偶像（34：17），因為這是違反神的律法。	

iii) 要獻上首生（34：19至 20）。	

iv) 不可空手朝見神（34：20），敬拜者應有所獻上。	

v) 要遵守安息日（34：21）。	

vi) 男丁務要守三個主要的節期，分別是除酵節、七七節及收藏節（34：22

至 24）。遵守無酵節規條的目的（34：18），乃要藉此記念神救贖之恩。	

vii) 不可獻上混雜的祭物，要根據神的吩咐獻祭（34：25至 26），也不可效

法外邦祭祀的方式（迦南人以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是宗教祭祀的其中

一種方式。）	

3. 摩西與神交通後有何改變？為何他的面皮會發光呢？為甚麼向百姓說話時，要以

帕子蒙臉，在神面前時，又把帕子除去呢（34：29至 35）？	

與神相交後，摩西的臉上發出榮光，或許摩西本人也不知曉，是從百姓的口中，

才發現此現象。為何摩西以帕子遮蓋其臉，聖經沒有明說其原因，但有學者認為，

如此作是免除百姓產生不必要的恐慌。

lxxxviii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也有引述這事件，

來解釋新舊兩約的關係（3：10 至 18）。「這樣的盼望」（3：12），是指保羅

及其同工，在福音所領受的盼望，藉救恩人可得著永不退去的榮光。昔日摩西以

帕子遮臉，有學者認為，根據保羅的解釋是：「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

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將廢者的結局。」「將廢者」可譯作「易逝者」，參考新

國際譯本的翻譯，把這節聖經意譯作，「不像摩西將帕子蒙在臉上，叫以色列人

不能定睛看到那漸退的光芒。」使徒保羅以此作為解釋，藉新約的啟示，人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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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一般面對面與神說話，沒有帕子的阻隔；但只接受舊約為信仰依歸的人，人

與神之間，仍有攔阻，有如帕子遮蓋臉兒一樣。	

4. 製造會幕及其器具的過程中，有甚麼屬靈方面的啟迪呢（35：4至 39：43）？	

a) 事奉者的心態：	

i) 甘心樂意（35：5，20，29；36：3）：摩西向百姓呼籲，獻上物資興建

會幕，要存著甘心樂意的心。讓我們學習奉獻時，不論是獻上財物、時

間或體力，應存著一個樂意的心。	

ii) 心裡受感（35：20，26；36：2）：奉獻禮物者，應心中帶著感動，為

會幕獻上物資。弟兄姊妹，你為何奉獻呢？是否你看見神國度的需要，

工場缺乏工人，教會及工場在人手及物資上莫大的需要，心中受感動而

作出回應呢？	

iii) 全獻與主（35：29）：百姓所擺上的禮物，全歸給耶和華。此外，也看

見以色列人的奉獻，是朝向神的寶座而獻上的，不是為人的緣故，乃是

對準神的。	

iv) 順服的心（36：1；38：21；39：1，26，29，31，32，42，43）：百

姓不單聽從神的命令，也依照摩西的指示，看見他們順服神及人的表現，

順服神時，也會聽從其僕人的指引，顯出他們順服的心。	

b) 事奉者的行動：百姓不只是有心裡感動，換句話說，他們的感動並非停留在

心中，乃以行動證明他們是甘心樂意的奉獻。在製造洗濯盆的過程中，有一

句說話是這樣記述的，「他用銅作洗濯盆，和盆座，是用會幕門前伺候的婦

人之鏡子作的。」（38：8）愛美是人的天性，尤其婦人更甚，這群在會幕

門前伺候神的婦人，竟把自己的銅鏡子交出來，作為洗濯盆之用，可見她們

心中是何等的受感，甘願把這些珍貴物品獻在主的腳前。	

5. 在三十九章內，有甚麼事例可知道摩西是一個順命的神僕？「是照耶和華所吩咐

他的」，這句說話在四十章內出現了多少次？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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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39：1，5，7，21，26），在三十九章內出現了

五次，「是照耶和華所吩咐他的」（40：16，19，21，23，25，27，29，32），

在四十章出現了八次，這些句語重重覆覆的出現，說明摩西在製造會幕的器具及

所有有關的物品，皆依照神的吩咐，顯明摩西是一個順命者，完全聽從神的說話。	

6. 出埃及記是怎樣結束呢？作者如此記述，有何用意呢？	

作者以「耶和華的榮光」及「耶和華的雲彩」為出埃及記的結束，當摩西及百姓

完全依照神的指示，聽從神的說話，作順命的兒女時，耶和華的榮光便充滿了會

幕，並且耶和華的雲彩陪伴著以色列人，當搭起會幕時，雲彩停留在其上，雲彩

收上去之際，百姓便隨即起步跟隨雲柱在日間的帶領，而晚間則緊隨火柱的引導

（40：34至 38）。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